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8 [Everyday Grammar] Making Abbreviations_ Acronyms,
Initialism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4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for 3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4 o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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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2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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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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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re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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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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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bbreviations 18 [əbriː v'ɪeɪʃnz] 缩略语

11 an 1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wor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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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you 1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5 acronym 10 ['ækrəunim] n.首字母缩略词

16 acronyms 10 Acceptable Contractions of Randomly Organized Names Yielding Meritorious Spontaniety 接受随意组织名人创造价值自
发性的订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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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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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mple 10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20 letter 9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21 th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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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ord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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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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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bbreviation 7 [ə,bri:vi'eiʃən] n.缩写；缩写词

25 each 7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26 like 7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27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8 scuba 7 ['sku:bə] n.水肺；水中呼吸器

29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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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 us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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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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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ng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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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us 6 pron.我们

35 your 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6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7 create 5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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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initialism 5 [i'niʃəlizəm] n.首字母缩略词

40 initialisms 5 首字母缩略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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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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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tands 5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43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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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whole 5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45 com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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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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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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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9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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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laser 4 ['leizə] n.激光 n.(Laser)人名；(德)拉泽

52 making 4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53 often 4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54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5 phrase 4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56 read 4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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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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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60 actually 3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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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mplification 3 [,æmplifi'keiʃən] n.[电子]放大（率）；扩大；详述

63 apparatus 3 n.装置，设备；仪器；器官

64 asap 3 [,ei es ei 'pi:] abbr.尽快（AsSoonAsPossible）

65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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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ntained 3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68 degrees 3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69 DOJ 3 ['dɒdʒ] abbr. 反不正当竞争部门；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

70 emission 3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71 everyday 3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72 forms 3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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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5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76 light 3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77 longer 3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78 mean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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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nasa 3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80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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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science 3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82 sel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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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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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timulated 3 ['stɪmjə̩ letɪd] adj. 刺激的 动词stimul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4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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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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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voice 3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89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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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91 write 3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92 a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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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eronautics 2 [,εərə'nɔ:tiks] n.航空学；飞行术

94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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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ssociate 2 [ə'səuʃieit, ə'səuʃiət, -eit] vi.交往；结交 n.同事，伙伴；关联的事物 vt.联想；使联合；使发生联系 adj.副的；联合的

97 breathing 2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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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om 2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00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01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02 doctor 2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103 either 2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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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06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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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pressions 2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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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rammar 2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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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itial 2 [i'niʃəl] adj.最初的；字首的 vt.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词首大写字母

112 instead 2 adv.代替；反而；相反

113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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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justice 2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115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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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Latin 2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118 learned 2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119 lesson 2 ['lesən] n.教训；课 vt.教训；上课

120 linguistics 2 [liŋ'gwistiks] n.语言学

121 list 2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22 lol 2 英 [ˌeləʊ'el] 美 [ˌeloʊ'el] abbr. 大声笑（=Laugh Out Loud）

123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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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eridiem 2 [mə'ridi:əm] n.正午

125 noon 2 [nu:n] n.中午；正午；全盛期 n.(Noon)人名；(朝)嫩；(英、巴基)努恩

126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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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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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2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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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pH 2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130 phrases 2 [freɪz] n. 短语；习语；措辞；[音]乐句 vt. 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131 pronounce 2 [prəu'nauns] vt.发音；宣判；断言 vi.发音；作出判断

132 radiation 2 n.辐射；放射物

133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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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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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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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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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shorten 2 ['ʃɔ:tən] vt.缩短；减少；变短 vi.缩短；变短

138 shortened 2 英 ['ʃɔː tn] 美 ['ʃɔː rtn] v. 弄短；变短

139 shortening 2 ['ʃɔ:təniŋ] n.缩短；起酥油；缩略词 v.缩短（shorten的ing形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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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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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stand 2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143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44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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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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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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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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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tell 2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149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150 underwater 2 ['ʌndə'wɔ:tə] adj.在水中的；水面下的 adv.在水下 n.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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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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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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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56 abbreviated 1 [ə'bri:vi,eitid] adj.简短的；小型的；服装超短的 v.缩写；节略（abbreviate的过去分词）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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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59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160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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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African 1 ['æfrikən] adj.非洲的，非洲人的 n.非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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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65 airplanes 1 飞机

166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167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168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69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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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ante 1 ['ænti] vt.下赌注；付款 vi.下赌注；付款 n.赌注；预付款 n.(Ante)人名；(西、罗、塞、德、埃塞)安特

171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72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73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174 appointment 1 [ə'pɔintmənt] n.任命；约定；任命的职位

175 appt 1 ['æpt] vt. 任命(选派)

176 apt 1 [æpt] adj.恰当的；有…倾向的；灵敏的 n.(Apt)人名；(法、波、英)阿普特

177 Armstrong 1 ['ɑ:mstrɔŋ] n.阿姆斯特朗（美国宇航员，登月第一人）

178 arts 1 [a:ts] n.文科

179 astronaut 1 ['æstrənɔ:t] n.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180 astronomy 1 [ə'strɔnəmi] n.天文学

181 bachelor 1 ['bætʃələ] n.学士；单身汉；（尚未交配的）小雄兽 n.(Bachelor)人名；(英)巴彻勒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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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beam 1 [bi:m] n.横梁；光线；电波；船宽；[计量]秤杆 vt.发送；以梁支撑；用…照射；流露 vi.照射；堆满笑容 n.(Beam)人名；
(阿拉伯)贝亚姆；(英)比姆

184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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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187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88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189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190 brb 1 ['biː 'ɑ rːb'iː ] abbr. 马上回来（=be right back）

191 brings 1 [brɪŋz] v. 带来；促使；引起；劝诱（动词brin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2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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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195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96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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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199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200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201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202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203 diving 1 [daiviŋ] n.跳水，潜水 adj.跳水的，潜水的 v.跳水（dive的现在分词）；潜水

204 DIY 1 [,di: ai 'wai] abbr.自己动手做（DoItYourself）

205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206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207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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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cowas 1 [e'kəuəs] abbr.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nomicCommunityofWestAfricanStates）

210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211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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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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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215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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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217 faq 1 [ˌefeɪ'kju ]ː abbr. 常见问题(=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 abbr. 中等品(=fair averag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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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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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22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222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23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2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5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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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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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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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homework 1 ['həumwə:k] n.家庭作业，课外作业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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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23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35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237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238 initials 1 [ɪ'nɪʃəls] n. 首字母；姓名中的大写字母 名词initial的复数形式.

239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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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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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43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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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46 lasers 1 London and South Eastern Regional Library System 伦敦与东南地区图书系统

247 laugh 1 [lɑ:f, læf] n.笑；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笑 vt.以笑表示；使…笑得

248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249 lessons 1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250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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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53 loud 1 [laud] adj.大声的，高声的；不断的；喧吵的 adv.大声地，高声地，响亮地 n.(Loud)人名；(英)劳德

254 louder 1 ['laʊdər] adj. 更大声的

255 louise 1 [lu:'i:z] n.路易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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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Masters 1 n.马斯特斯（人名）

258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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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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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messaging 1 n.消息传送；通知；信息传送 v.发送；报信（message的ing形式）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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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264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6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66 moon 1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267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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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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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70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71 narrow 1 ['nærəu] adj.狭窄的，有限的；勉强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海峡；狭窄部分，隘路 vt.使变狭窄 vi.变窄

272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73 nato 1 ['neitəu] abbr.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orthAtlanticTreatyOrganization） n.(Nato)人名；(意)纳托

274 neil 1 [ni:l] n.尼尔（男子名）

275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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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78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279 nov 1 abbr. 十一月(=November)

280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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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nvm 1 ['env'iː 'em] abbr. 非挥发性物质(=non-volatile matter)

283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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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86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287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88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89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90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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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philosophy 1 [fi'lɔsəfi, fə-] n.哲学；哲理；人生观

292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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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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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29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9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98 post 1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99 potus 1 ['pəutəs] n.饮剂

300 prepositions 1 [prepə'zɪʃnz] 介词

301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302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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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pronounced 1 [prəu'naunst] adj.显著的；断然的；讲出来的 v.发音；宣告；断言（pronounc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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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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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radar 1 ['reidə] n.[雷达]雷达，无线电探测器 n.(Radar)人名；(塞)拉达尔

307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308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309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310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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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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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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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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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317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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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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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320 sentence 1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321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322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323 shortenings 1 ['ʃɔː tnɪŋz] 缩略语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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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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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327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28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29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30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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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33 speakers 1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334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35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336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337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338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33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40 teaching 1 ['ti:tʃiŋ] n.教学；教义 v.教学；教导（teach的ing形式）

341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42 tesol 1 ['ti:sɔ:l] abbr.向说其他语言的人讲授英语（TeachingEnglishtoSpeakersofOtherLanguages）

343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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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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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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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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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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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50 tri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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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52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53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354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55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35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57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58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0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61 week 1 [wi:k] n.周，星期

362 w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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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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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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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6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6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6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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