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loppy Disks Get Second Life
at Recycling Servic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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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floppy 13 ['flɔpi] adj.松软的；叭嗒叭嗒响的；懒散的，邋遢的 n.软磁碟

6 disks 12 [dɪsks] n. 磁盘 名词disk的复数形式. =discs.

7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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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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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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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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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disk 6 [disk] n.[计]磁盘，磁碟片；圆盘，盘状物；唱片

13 used 6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4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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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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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usiness 5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7 information 5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8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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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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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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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con 4 ['aikɔn] n.图标；偶像；肖像，画像；圣像

23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6 very 4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7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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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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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2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33 even 3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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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6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7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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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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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machine 3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39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0 palm 3 [pɑ:m] n.手掌；棕榈树；掌状物 vt.将…藏于掌中 n.(Palm)人名；(英)帕姆；(瑞典)帕尔姆；(法、德、俄、捷、芬、挪)帕
尔姆

41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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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ave 3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萨
薇(女名)，萨韦

43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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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tored 3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5 warehouse 3 ['wεəhaus, 'wεəhauz, -haus] n.仓库；货栈；大商店 vt.储入仓库；以他人名义购进（股票）

46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7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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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vionics 2 [,eivi'ɔniks] n.航空电子设备；航空电子学，航空电子技术

50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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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52 belt 2 [belt] n.带；腰带；地带 vt.用带子系住；用皮带抽打 vi.猛击 n.(Belt)人名；(英、法、德、西)贝尔特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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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loth 2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55 conveyor 2 [kən'veiə] n.输送机，[机]传送机；传送带；运送者，传播者

56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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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mbroidery 2 [im'brɔidəri] n.刺绣；刺绣品；粉饰

58 end 2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59 faith 2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60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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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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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63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64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65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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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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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out 2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灭；驱逐

68 paper 2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佩
尔

69 picture 2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70 plane 2 [plein] n.飞机；平面；程度，水平 vi.刨；乘飞机旅行；翱翔 vt.刨平；用刨子刨；掠过水面 adj.平的；平面的 n.(Plane)人
名；(塞、瑞典、法)普拉内

71 reliable 2 [ri'lai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 n.可靠的人

72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73 sells 2 [sel] v. 出售；卖

74 sized 2 [saizd] adj.有…大小的 v.相比（size的过去分词）；按大小分类

75 small 2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人
名；(英)斯莫尔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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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oftware 2 ['sɔftwεə, 'sɔ:-] n.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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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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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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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table 2 ['steibl] n.马厩；牛棚 adj.稳定的；牢固的；坚定的 vi.被关在马厩 vt.赶入马房 n.(Stable)人名；(英)斯特布尔

81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82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8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4 thin 2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85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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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7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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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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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9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2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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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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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ffixed 1 [ə'fɪks] v. 使附于；署名；粘贴 n. 附加物；词缀

96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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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irline 1 ['εəlain] n.航空公司；航线 adj.航线的

99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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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pparatus 1 n.装置，设备；仪器；器官

102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03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104 articles 1 英 ['ɑ tːɪkl] 美 ['ɑ rːtɪkl] n. 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 订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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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07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08 blend 1 [blend] vt.混合 vi.混合；协调 n.混合；掺合物

109 bright 1 [brait] adj.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n.车头灯光 n.(Bright)人名；(英)布赖特

110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11 bulk 1 [bʌlk] n.体积，容量；大多数，大部分；大块 vt.使扩大，使形成大量；使显得重要 n.(Bulk)人名；(土)布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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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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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16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
(法)克卢；(英)克劳德

117 colorful 1 ['kʌləful] adj.华美的；有趣的；富有色彩的

118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19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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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21 copies 1 ['kɒpɪz] n. [计算机]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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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cotton 1 ['kɔtən] n.棉花；棉布；棉线 vi.一致；理解；和谐；亲近 adj.棉的；棉制的 n.(Cotton)人名；(英、西、葡)科顿；(法)戈
登

123 customer 1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124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25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126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27 dependable 1 [di'pendəbl]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可信任的

128 depended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129 description 1 [di'skripʃən] 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130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31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132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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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35 dinosaurs 1 ['daɪnəsɔː z] n.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

136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37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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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4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41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42 f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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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files 1 [faɪlz] n. [计算机] DOS命令 :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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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fits 1 [fɪt] adj. 适宜的；合适的；健康的 v. 适合；安装 n. 发作；适宜

146 flash 1 [flæʃ] vt.使闪光；反射 n.闪光，闪现；一瞬间 vi.闪光，闪现；反射 adj.闪光的，火速的 n.(Flash)人名；(西)弗拉什

147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148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49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150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51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52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53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54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55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56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57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158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59 identification 1 [ai,dentifi'keiʃən] n.鉴定，识别；认同；身份证明

160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6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62 inscribed 1 [ɪn'skraɪbd] adj. 印刻的 动词in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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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john 1 [dʒɔn] n.厕所

165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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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Kennedy 1 ['kenidi] n.肯尼迪（姓氏，美国第35任总统）

167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68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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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abel 1 ['leibl] vt.标注；贴标签于 n.标签；商标；签条 n.(Label)人名；(法)拉贝尔

171 labeled 1 ['leɪbld] adj. 有标签的 动词la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2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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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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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avelle 1 n. 拉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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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7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8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79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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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agnetic 1 [mæg'netik] adj.地磁的；有磁性的；有吸引力的

182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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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85 mechanical 1 [mi'kænikəl] adj.机械的；力学的；呆板的；无意识的；手工操作的

186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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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89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0 Nixon 1 ['niksn] n.尼克松（美国第37任总统）

191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192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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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95 orange 1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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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hil 1 [fil] abbr.哲学（philosophy）

198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99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200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01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02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03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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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06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07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08 recycle 1 [,ri:'saikl] vt.使再循环；使…重新利用 vi.重复利用 n.再生；再循环；重复利用

209 recycles 1 [ˌriː 'saɪkl] vt. 再利用；使再循环；再制 vi. 循环 n. 再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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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recycling 1 [ˌriː 'saɪklɪŋ] n.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

211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12 removes 1 [rɪ'muːvz] 引语排版

213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14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5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216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17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18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19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20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21 seller 1 ['selə] n.卖方，售货员 n.(Seller)人名；(匈)谢勒；(西)塞列尔

222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23 serv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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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ewing 1 ['səuiŋ] n.缝纫；缝纫业 v.缝（sew的ing形式） n.(Sewing)人名；(德)泽温；(英)索英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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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ilk 1 [silk] n.丝绸；蚕丝；丝织物 adj.丝的；丝绸的；丝制的 vi.（玉米）处于长须的阶段中 n.(Silk)人名；(英、瑞典)西尔克

227 slip 1 [slip] vi.滑动；滑倒；犯错；失足；减退 vt.使滑动；滑过；摆脱；塞入；闪开 n.滑，滑倒；片，纸片；错误；下跌；事故
adj.滑动的；有活结的；活络的 abbr.串行线路接口协议，是旧式的协议（SerialLineInterfaceProtocol） n.(Slip)人名；(芬)斯利
普

228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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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31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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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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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234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235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3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7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38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39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240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241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42 usb 1 [ˌjuːes'biː ] abbr. 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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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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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46 versions 1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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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249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250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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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52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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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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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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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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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57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25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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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yellow 1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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