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ian City Expands 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 to Fight C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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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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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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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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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facial 8 ['feiʃəl] 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n.美容，美颜；脸部按摩

9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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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ity 7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1 police 7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12 recognition 7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13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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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technologies 7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15 across 6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6 Anand 6 n. 阿南德

17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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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ameras 6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19 cen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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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rime 6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21 Hyderabad 6 ['haidərəbɑ:d; -bæd] n.海得拉巴（印度南部一城市）；海德拉巴（巴基斯坦东南部一城市）

22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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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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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tate 5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6 surveillance 5 [sə:'veiləns, sə-] n.监督；监视

27 system 5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9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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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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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2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3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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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India 4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35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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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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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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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i 3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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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0 app 3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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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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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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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develop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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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fight 3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46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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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images 3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48 Indian 3 ['indiən] adj.印度的；印第安人的；印第安语的 n.印度人；印第安人；印第安语

49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50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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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52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3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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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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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6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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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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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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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62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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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6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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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69 command 2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芒

70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71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72 criminals 2 [k'rɪmɪnlz] 罪犯

73 critics 2 [k'rɪtɪks] 评论家们

74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5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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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Gupta 2 笈多 n.(Gupta)人名；(德、意、印、孟、尼)古普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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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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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identif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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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nvestment 2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82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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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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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5 matches 2 ['mætʃɪz] n. 火柴 名词match的复数形式.

86 methods 2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87 mugging 2 ['mʌgiŋ] n.行凶抢劫；（美）哑剧 v.自背后袭击并抢劫；扮鬼脸（mug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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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90 officers 2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91 official 2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92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93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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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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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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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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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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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ull 2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99 records 2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00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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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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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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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10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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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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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108 up 2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109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10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11 violator 2 ['vaiəleitə] n.违背者；违反者；妨碍者

112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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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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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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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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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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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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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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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23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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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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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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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9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0 apar 1 abbr.有源相控阵雷达（ActivePhasedArrayRadar）；授权程序分析报告（AuthorizedProgramAnalysisReport）；自动程序设
计与记录系统（AutomaticProgrammingAndRecordingSystem） n.(Apar)人名；(塞)阿帕尔

131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132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33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34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135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136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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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39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140 bombs 1 英 [bɒm] 美 [bɑːm] n. 炸弹 vt. 轰炸；投弹于 vi. 投弹；失败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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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43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144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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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bureau 1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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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149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50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51 cell 1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152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53 citizen 1 ['sitizən] n.公民；市民；老百姓

154 citizens 1 ['sɪtɪzənz] 公民

155 civic 1 ['sivik] adj.市的；公民的，市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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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ommissioner 1 [kə'miʃənə] n.理事；委员；行政长官；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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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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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62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63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164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165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166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67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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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credited 1 [k'redɪtɪd] v. 记入贷方；信用 vbl. 记入贷方；信用

170 crimes 1 [k'raɪmz] 犯罪

171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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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73 Delhi 1 ['deli] n.德里（印度城市名）

174 demonstration 1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175 departments 1 [dɪ'pɑ tːmənts] 政府部门

176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177 deployed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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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180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81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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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84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85 dr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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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dron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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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8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9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90 enforcing 1 英 [ɪn'fɔː s] 美 [ɪn'fɔː 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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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193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19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95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96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97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98 expands 1 [ɪk'spænd] v. 使 ... 膨胀；详述；扩张；增加；张开

199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200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201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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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204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205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206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207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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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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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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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212 freedom 1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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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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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gatherings 1 ['ɡæðərɪŋz] n. 聚集，集会（名词gather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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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17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218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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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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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22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223 hurried 1 ['hʌrid] adj.匆忙的；草率的 v.催促；匆忙进行；急派（hurry的过去分词）

224 identities 1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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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227 incidents 1 ['ɪnsɪdənts] 事件

228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9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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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32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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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invest 1 [in'vest] vt.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投资，入股；花钱买

235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236 issuing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237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238 jewelry 1 ['dʒu:əlri] n.珠宝；珠宝类

239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0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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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43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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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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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47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48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49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50 match 1 [mætʃ] vt.使比赛；使相配；敌得过，比得上；相配；与…竞争 vi.比赛；匹配；相配，相称；相比 n.比赛，竞赛；匹
配；对手；火柴

251 men 1 ['fɔilzmən, men] n.男人，人类（man的复数） n.(Men)人名；(日)面(姓)；(葡)梅恩；(柬)孟

252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253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54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55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256 mistaken 1 [mi'steikən] adj.错误的；弄错的；被误解的 v.弄错（mistake的过去分词）

257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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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modi 1 ['məudi:, -dai] n.程序（modus的复数） n.(Modi)人名；(意)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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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narendra 1 纳伦德拉

26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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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64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65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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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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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70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7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7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73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74 parties 1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275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76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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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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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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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281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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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ilotless 1 ['pailətlis] adj.无驾驶员的

284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85 policing 1 [pə'liː s] n. 警察；警方 v. 维持治安；管辖；监督

28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87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88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89 prime 1 [praim] adj.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极好地 n.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vt.使准备好；填装 vi.作准备 n.(Prime)
人名；(英)普赖姆；(德)普里梅

290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291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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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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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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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97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9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99 reddy 1 雷迪Ready的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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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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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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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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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reporter 1 [ri'pɔ:tə] n.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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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306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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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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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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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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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12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313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314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315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316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317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318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31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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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322 smart 1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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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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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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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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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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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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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steal 1 vt.剽窃；偷偷地做；偷窃 vi.窃取；偷偷地行动；偷垒 n.偷窃；便宜货；偷垒；断球

330 stolen 1 ['stəulən] adj.偷走的 v.偷窃；剽窃（steal的过去分词）

331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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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334 surprise 1 [sə'praiz] n.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使惊奇；奇袭 adj.令人惊讶的

335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336 terrorists 1 ['terərɪsts] n. 恐怖分子 名词terrorist的复数形式.

337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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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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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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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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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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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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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4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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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48 transmitter 1 [trænz'mitə, træns-, trɑ:n-] n.[电讯]发射机，[通信]发报机；传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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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transmitters 1 [trænz'mɪtəz] 发射机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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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52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53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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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56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357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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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violate 1 ['vaiəleit] vt.违反；侵犯，妨碍；亵渎

359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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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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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3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64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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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6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68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6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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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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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7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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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wounding 1 ['wuːndɪŋ] n. 伤害 adj. 刺伤的 动词wou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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