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21 [As It Is] Amazon Picks California Town as First to
Receive Drone Deli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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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5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6 amazon 7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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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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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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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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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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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6 aviation 1 [,eivi'eiʃən] n.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17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8 backyard 1 ['bæk'jɑ:d] n.后院；后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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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1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2 beyond 2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23 bezos 1 n. 贝索斯

24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25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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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27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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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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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31 Caty 1 卡蒂

32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33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34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5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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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37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38 customer 2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39 customers 2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40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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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42 deliveries 4 [dɪ'lɪvərɪz] n. 递送的货物；分娩（名词delivery的复数形式）

43 delivery 4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44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45 drone 8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46 drones 5 英 [drəʊn] 美 [droʊn] n. 雄蜂；游手好闲者；无人驾驶飞机 n. 嗡嗡声；单调的声音 vi. 嗡嗡叫；混日子 vt. 单调低沉地说

47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48 dropping 1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49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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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52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53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54 fedex 1 ['fedeks] n.联邦快递（等于theFederalExpress）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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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f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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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58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59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60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1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62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3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64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65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66 has 3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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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omes 2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69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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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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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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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73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74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75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76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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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79 Lockeford 2 [地名] [美国] 洛克福德

80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81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82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83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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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85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86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87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8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89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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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onboard 1 ['ɔn'bɔ:d] adv.在船上；在飞机上；在板上 adj.随车携带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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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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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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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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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parcel 1 ['pɑ:sl] n.包裹，小包 vt.打包；捆扎 n.(Parcel)人名；(英)帕斯尔

97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98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99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00 picks 1 ['pɪks] 精选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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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piloting 1 ['pailətiŋ] n.领港；近岸航行法；地标领航；半工厂性检查 v.驾驶（pilot的ing形式）；领航

103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104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105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06 programmed 1 ['prəugræmd, -grəmd] adj.程序化的，程控的 v.规划；制作节目（program的过去分词）

107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108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09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110 purchases 1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111 receive 2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11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13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114 regulatory 1 ['regjulətəri] adj.管理的；控制的；调整的

115 remote 1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116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1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18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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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sel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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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ervice 2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121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122 sh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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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ight 2 [sait] n.视力；景象；眼界；见解 vt.看见；瞄准 vi.瞄准；观看 adj.见票即付的；即席的

124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125 something 1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126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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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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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130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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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the 1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32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3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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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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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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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138 town 2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139 transfer 1 [træns'fə:] n.转让；转移；传递；过户 vi.转让；转学；换车 vt.使转移；调任

140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41 unmanned 1 [,ʌn'mænd] adj.无人的；无人操纵的；被阉割的 v.使失去男子气质（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2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143 walmart 1 ['wɔlma:t] n.沃尔玛（世界连锁零售企业）

14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45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14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47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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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49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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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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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5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54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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