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9 [Education Report] New English Assessment as Part of
PISA Stud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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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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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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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ssessment 13 [ə'sesmənt] n.评定；估价

8 English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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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anguage 13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0 sa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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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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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be 10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3 countries 10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4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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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tud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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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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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khalifa 9 [kæ'liː fæ] n. (=caliph)哈里发(伊斯兰教国家政教领袖的尊称)

18 Pisa 9 ['pi:zə] n.比萨（意大利城市）

19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0 abo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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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foreign 8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22 she 8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23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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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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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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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est 7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7 students 6 [st'juːdnts] 学生

28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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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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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1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2 OECD 5 英 [ˌəʊiː siː 'diː ] 美 [ˌoʊ] abbr. 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33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4 Cambridge 4 ['keimbridʒ] n.剑桥（英国城市）；坎布里奇（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

35 data 4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36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7 involv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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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par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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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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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泰)巴；(法)帕尔

39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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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teaching 4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4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2 whether 4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43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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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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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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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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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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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pil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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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progra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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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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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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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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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nxiety 2 [æŋ'zaiəti]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

55 assessed 2 [ə'sest] adj. 已审估的 动词ass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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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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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munication 2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59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0 done 2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61 groundbreaking 2 ['graund,breikiŋ] adj.开创性的 n.动工

62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3 influence 2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64 introducing 2 [ɪntrəd'juːsɪŋ] n.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65 languages 2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66 levels 2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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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minimize 2 ['minimaiz] vt.使减到最少；小看，极度轻视 vi.最小化

69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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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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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72 only 2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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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75 really 2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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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78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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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peak 2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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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speaking 2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82 spoken 2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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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85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86 teachers 2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87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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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90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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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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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94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95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96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97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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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ccurate 1 ['ækjurət] adj.精确的

100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01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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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104 administer 1 [əd'ministə] vt.管理；执行；给予 vi.给予帮助；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担当管理人

105 administered 1 英 [əd'mɪnɪstə(r)] 美 [əd'mɪnɪstər] vt. 管理；执行；给与；用(药) vi. 执行管理人职责；给与帮助

106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07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8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09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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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1 assessing 1 [ə'ses] v. 评定；评估；估算

112 attend 1 [ə'tend] vt.出席；上（大学等）；照料；招待；陪伴 vi.出席；致力于；照料；照顾

113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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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16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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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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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atalina 1 [,kætə'li:nə] n.远程轰炸机 n.(Catalina)人名；(法、西)卡塔利娜；(英)卡塔莉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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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2 clap 1 [klæp] vi.鼓掌，拍手；啪地关上 vt.拍手，鼓掌；轻轻拍打某人 n.鼓掌；拍手声 n.(Clap)人名；(西、英)克拉普

123 clapped 1 [klæp] v. 拍手；轻拍；鼓掌；啪地关上 n. 霹雳声；轻拍；拍手声

124 communicated 1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125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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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27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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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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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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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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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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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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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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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37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38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39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0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141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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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44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145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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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48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49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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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52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53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54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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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Gothenburg 1 ['gɔθənbə:g] n.哥德堡（瑞典城市）

157 grammar 1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58 Hanan 1 n. 哈南

159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60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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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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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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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ire 1 [haiə] n.雇用，租用；租金，工钱 vt.雇用；出租 vi.雇用，租用；受雇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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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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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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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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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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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introduce 1 [,intrə'dju:s] vt.介绍；引进；提出；采用

173 judgment 1 ['dʒʌdʒmənt] n.判断；裁判；判决书；辨别力

174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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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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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78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179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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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82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83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84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85 manage 1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186 math 1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187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8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89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90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91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92 microphones 1 ['maɪkrəfəʊnz] 麦克风

193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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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6 nervousness 1 ['nə:vəsnis] n.神经质；[心理]神经过敏；紧张不安

197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98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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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01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02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03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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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06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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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08 overly 1 ['əuvəli] adv.过度地；极度地 n.(Overly)人名；(英)奥弗利

209 palms 1 [pɑːm] n. 手掌；棕榈 vt. 把 ... 藏于掌中；诓骗某人

210 participate 1 vi.参与，参加；分享 vt.分享；分担 [过去式participated过去分词participated现在分词participating]

211 participating 1 [pɑ 'ːtɪsɪpeɪtɪŋ] adj. 一起参加的

212 partnered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213 partnering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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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15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16 piloted 1 ['paɪlətɪd] adj. 有人驾驶的 动词pil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7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18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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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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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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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22 reading 1 ['ri:diŋ] n.阅读，朗读；读物；读数 adj.阅读的 v.阅读（read的ing形式）

223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24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25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2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27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28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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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31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32 skills 1 技能

233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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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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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36 spot 1 [spɔt] n.地点；斑点 vt.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adv.准确地；恰好

237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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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tressful 1 ['stresful] adj.紧张的；有压力的

24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41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242 surprising 1 [sə'praiziŋ] adj.令人惊讶的；意外的 v.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的ing形式）

243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24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5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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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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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9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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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5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3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254 trick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255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256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57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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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258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59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60 us 1 pron.我们

261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3 vocabulary 1 n.词汇；词表；词汇量

264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65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266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67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68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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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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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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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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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7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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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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