
2022-06-1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wo Self-Sailing Ships Cross
World Oceans for First Tim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2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3 across 4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6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8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9 ai 2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7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8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9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0 are 1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21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2 arrived 2 [a'raɪvd] adj. 到达的 动词arri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4 as 4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25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 at 2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27 Atlantic 4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28 attempt 2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29 automatically 1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30 autonomous 12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31 avik 4 阿维克

32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3 Azores 1 ['eizəuz] n.亚速尔群岛（位于大西洋北部）

34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5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7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8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39 boats 1 英 [bəʊt] 美 [boʊt] n. 船；船型物 v. 划船；放于船上；乘船

4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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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4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3 but 2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44 by 9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45 called 2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4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7 can 2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48 Canadian 2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49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50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51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52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53 city 2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4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55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56 colonization 1 [,kɔlənai'zeiʃən] n.殖民；殖民地化

57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8 company 5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59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0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 completely 2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2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3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4 courage 2 ['kʌridʒ] n.勇气；胆量 n.(Courage)人名；(英)卡里奇；(法)库拉热

65 crashes 1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66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67 crewless 1 ['kru:lis] adj.无船员的

68 cross 2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69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70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71 demonstration 1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72 designed 3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3 developed 2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74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5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7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79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80 during 4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81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2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83 efficiency 1 [i'fiʃənsi] n.效率；效能；功效

84 efficient 1 [i'fiʃənt] adj.有效率的；有能力的；生效的

85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86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87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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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nglish 1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89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90 equipped 2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91 errors 1 n. 误差；错误 名词error的复数.

92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93 europeans 1 n.欧洲人( European的名词复数 )

94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95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96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7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98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99 fails 1 [feɪl] vi. 失败；没做成某事；表现欠佳；用完；衰退 vt. 辜负；放弃；缺少；不及格 n. 不及格；没做成

100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01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02 first 4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03 five 2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04 flown 1 v.飞行（fly的过去分词）

105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6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07 Freeport 1 ['fri:,pɔ:t] n.弗里波特（美国一城市名）

108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9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10 gas 2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11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12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13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4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15 Halifax 2 ['hælifæks] 哈里法克斯（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英国；主要经营银行） n.哈利法克斯港或哈利法克斯市

116 hardware 1 ['hɑ:dwεə] n.计算机硬件；五金器具

117 have 1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118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19 he 2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12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2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22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23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24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25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26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27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28 human 4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29 hyundai 2 n.现代（公司名，韩国汽车企业）

130 ibm 4 abbr.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131 ideal 1 [ai'diəl] adj.理想的；完美的；想象的；不切实际的 n.理想；典范

132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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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improvement 1 n.改进，改善；提高

134 in 15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135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36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37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138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39 into 1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40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142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3 Islands 1 ['ailənds] n.群岛（island的复数）；岛屿

144 issue 2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45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46 it 7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
性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147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8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49 June 3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50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51 kilometer 1 ['kiləumi:tə] n.[计量]公里；[计量]千米（等于kilometre）

152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53 Korea 2 [kə'riə] n.韩国；朝鲜

154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55 large 2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56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57 latest 2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58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59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60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6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62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63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6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5 machines 2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66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167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8 mayflower 8 ['mei,flauə] n.五月开花的草木

169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70 mechanical 4 [mi'kænikəl] adj.机械的；力学的；呆板的；无意识的；手工操作的

171 mechanically 1 [mi'kænikəli] adv.机械地；呆板地；物理上地

172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3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4 meter 2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75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176 minor 1 adj.未成年的；次要的；较小的；小调的；二流的 n.未成年人；小调；辅修科目 vi.辅修 n.(Minor)人名；(英)迈纳；
(德、法、波、俄)米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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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more 4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178 most 2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79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80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81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82 navigate 1 vt.驾驶，操纵；使通过；航行于；解决，应对（困难复杂的情况） vi.航行，航空

183 navigation 3 [,nævi'geiʃən] n.航行；航海

184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85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6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187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88 northeastern 1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189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0 ocean 6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91 oceans 3 ['əʊʃnz] n. 大洋

192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3 On 8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94 one 1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195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96 operated 3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7 or 4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198 organizers 1 ['ɔː 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19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1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202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03 pacific 2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204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05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06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07 paths 1 [pæθis] n.路径（path的复数）

208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9 percent 2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10 perfectly 1 ['pə:fiktli] adv.完美地；完全地；无瑕疵地

211 perform 2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12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213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14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15 pleasure 1 ['pleʒə, 'plei-] n.快乐；希望；娱乐；令人高兴的事 vt.使高兴；使满意 vi.高兴；寻欢作乐

216 Plymouth 3 n.普利茅斯（英国一座城市） n.普利茅斯（汽车品牌）

217 pollutants 1 [pə'lu tːənts] 污染物质

218 port 4 [pɔ:t, pəut] n.港口，口岸；（计算机的）端口；左舷；舱门 vi.转向左舷 vt.持（枪）；左转舵 n.(Port)人名；(英)波特；(法)
波尔；(德、俄、匈、捷)波尔特

219 Portugal 1 ['pɔ:tjugəl] n.葡萄牙（欧洲西南部国家）

220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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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power 3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22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23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24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25 press 2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226 prism 2 ['prizm] n.棱镜；[晶体][数]棱柱

227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28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29 project 2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30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31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32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3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4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35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36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37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38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239 repaired 1 英 [rɪ'peə(r)] 美 [rɪ'per] v. 修理；修补；补救；赴；去 n. 修理；修补；补救；维修工作；维修状态

240 repairs 1 [rɪ'peəz] n. 修理工作 名词repair的复数形式.

241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42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43 research 2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44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245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46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47 rob 1 [rɔb] vt.抢劫；使…丧失；非法剥夺 vi.抢劫；掠夺

248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49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50 said 4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
拉伯)赛义德

251 sailed 1 v.航行（sail的过去分词） adj.已开航的

252 sailing 4 ['seiliŋ] n.航行，航海；启航；航海术 adj.航行的 v.航行，起航（sail的现在分词形式）

253 say 3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54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55 self 2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56 send 2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57 settlers 1 ['setləz] 移民

258 ship 12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59 shipping 2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260 ships 6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261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262 sk 1 abbr. 样品箱(=Sales Kit) abbr. 萨斯喀彻温(加拿大省名)(=Saskatchewan) n. 鲜京(公司名；部所在地韩国；主要经营炼油)

263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4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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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66 south 3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67 southwest 1 [,sauθ'west] n.西南方 adj.西南的 adv.往西南；来自西南

268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69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70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271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7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73 surroundings 1 [sə'raundiŋz]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74 system 7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75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76 tanker 4 ['tæŋkə] n.油轮；运油飞机；油槽车；坦克手 n.(Tanker)人名；(土)坦凯尔

277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278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79 technology 8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80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81 than 4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282 that 9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283 the 5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4 their 1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285 themselves 2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86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8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8 this 4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289 time 3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90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91 to 24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
(普通话·威妥玛)

29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3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94 trans 1 [træns, trænz, trɑ:ns, trɑ:nz] abbr.翻译（translate） pref.表“横穿”；表“进入” n.传动装置；变速箱

295 transport 2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296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97 traveling 2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298 trip 7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299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300 troubles 1 英 ['trʌbl] 美 ['trʌbəl] n. 困难；烦恼；麻烦 v. 使烦恼；麻烦；苦恼；费神

301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2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03 us 1 pron.我们

304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6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307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308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09 want 1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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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1 wasting 1 ['weistiŋ] n.浪费 adj.浪费的；造成浪费的

312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313 way 1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314 we 2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315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6 well 3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317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318 when 2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319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2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21 will 1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322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3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24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325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26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7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328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29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0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3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32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3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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