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02 [Education Report] Study_ Reading, Math Test Results
Greatly Fell During Pandemic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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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3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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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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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0 all 2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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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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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9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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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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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23 assessment 1 [ə'sesmənt] n.评定；估价

24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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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verage 3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27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8 between 4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9 binkley 1 n. 宾克利

30 black 3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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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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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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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35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36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37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38 Collin 1 n. 科林

39 color 3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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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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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mpared 3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43 consistent 1 [kən'sistənt] adj.始终如一的，一致的；坚持的

44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45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46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47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48 Daniel 1 ['dænjəl] n.丹尼尔（男子名）

4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50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51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52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53 decrease 2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54 decreases 6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55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56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57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58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59 difficulties 3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60 divide 1 [di'vaid] vt.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分开；意见分歧 n.[地理]分水岭，分水线

61 do 1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62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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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ropped 2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65 during 6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67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68 education 4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69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70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71 eight 2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72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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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qually 1 ['i:kwəli] adv.同样地；相等地，平等地；公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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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m 1 [ig'zæm] n.考试；测验

76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77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78 fell 4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79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80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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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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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3 found 6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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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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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86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87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88 greatly 2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89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90 had 3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9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92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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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4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95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96 hispanic 2 [hi'spænik] adj.西班牙的

97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98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99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00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01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02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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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104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5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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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07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08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09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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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learning 5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12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13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14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15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16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17 math 8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118 McGrath 2 n. 麦格拉思

119 measurable 1 ['meʒərəbl] adj.可测量的；重要的；重大的

120 Midwest 1 [,mid'west] n.美国的中西部

12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22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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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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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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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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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naep 1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全国教育发展评估

126 nation 2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127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28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29 nces 2 (=National Childhood Encephalopathy Study) 全国儿童脑(脊髓)病研究组织

13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31 nine 2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32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33 northeast 1 [,nɔ:θ'i:st] adj.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n.东北 adv.向东北；来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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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36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137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8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39 olds 1 n.老者（old的复数形式）

140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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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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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44 outbreaks 1 暴发

145 outcomes 1 n. 产出，结果，成果（名词outcome的复数形式）

146 pandemic 9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47 part 2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48 percentage 3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149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150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51 points 8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15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53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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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155 proper 1 ['prɔpə] adj.适当的；本身的；特有的；正派的 adv.完全地 n.(Proper)人名；(英、德)普罗珀

156 races 3 abbr. 业余无线电爱好者国内应急通信业务(=Radio Amateur Civil Emergency Service)

157 reading 8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158 released 2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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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62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63 results 8 [rɪ'zʌlts] n. 结果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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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66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7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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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saw 3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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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170 schools 1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171 score 1 [skɔ:] n.分数；二十；配乐；刻痕 vt.获得；评价；划线，刻划；把…记下 vi.得分；记分；刻痕 n.(Score)人名；(英)斯科
尔

172 scores 1 英 [skɔː (r)] 美 [skɔː ] vt. 得分；获胜；刻划；划线；批评；给 ... 谱曲 n. 得分；刻痕；二十；乐谱 vi. 得分；记分；得胜

173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17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75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176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177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78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179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80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81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182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183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84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185 some 2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186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87 sou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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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189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90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191 standardize 1 ['stændədaiz] vt.使标准化；用标准检验

192 standardized 1 ['stændədaɪzd] adj. 标准的；定型的 动词standard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standardlised(英）.

193 statistics 1 [stə'tistiks] n.统计；统计学；[统计]统计资料

194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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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tudents 17 [st'juːdnts] 学生

197 study 7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19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99 test 10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00 testing 3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01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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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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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04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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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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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0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0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9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10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11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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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Thursday 1 ['θə:zdi; -dei] n.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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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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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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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16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17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218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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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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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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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24 west 2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225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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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white 3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27 widened 1 ['waɪdn] vt. 加宽；使变宽；扩大 vi. 变宽

228 widening 1 ['waidəuiŋ] v.使扩大；拓宽；扩展（widen的ing形式）；使变宽

229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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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3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33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234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35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36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37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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