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D Printer Builds Large Home
in Tex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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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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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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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hom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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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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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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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printer 7 ['printə] n.[计]打印机；印刷工；印花工

11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2 building 6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3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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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lok 5 ['ləʊk] (=lokern virus) 洛克恩病毒,(=low kalium(potassium)) 低钾

15 printing 5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16 project 5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7 sto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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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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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rete 4 [kən'kri:t, 'kɔnkri:t] adj.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vi.凝结 vt.使凝固；用混凝土修筑 n.具体物；凝结物

21 design 4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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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homes 4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24 materi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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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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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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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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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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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uilt 3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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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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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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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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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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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7 proc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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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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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8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39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40 texas 3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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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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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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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5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6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7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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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rchitect 2 ['ɑ:kitekt] n.建筑师 缔造者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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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uild 2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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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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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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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56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7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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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hannah 2 ['hænə] n.汉娜（女子名）

59 heavy 2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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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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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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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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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montemayor 2 蒙特马约尔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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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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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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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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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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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2 peri 2 ['piəri] n.妖精；美人；仙女 n.(Peri)人名；(英、西、俄、意、以)佩里

73 print 2 [print] n.印刷业；印花布；印刷字体；印章；印记 vt.印刷；打印；刊载；用印刷体写；在…印花样 vi.印刷；出版；用印
刷体写

74 site 2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75 strong 2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76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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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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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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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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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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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83 workers 2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84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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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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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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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90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91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92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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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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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ustin 1 ['ɔ:stin] n.奥斯丁（人名）；英国制汽车牌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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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bedroom 1 ['bedru(:)m] n.卧室 adj.两性关系的；城郊住宅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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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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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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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01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102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103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104 Bryan 1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105 builders 1 ['bɪldəz] n. 洗选强化剂

106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107 builds 1 [bɪld] v. 建造；开发；创建；逐渐增强 n. 体格；身材

108 cement 1 [si'ment] vt.巩固，加强；用水泥涂；接合 vi.粘牢 n.水泥；接合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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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ive 1 [tʃaɪv] n. 细香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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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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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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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115 completing 1 [kəm'pliː t] adj. 完整的；完成的；彻底的 vt. 完成；使完美；使圆满；填（表格等）

116 construction 1 [kən'strʌkʃən] n.建设；建筑物；解释；造句

117 cooperative 1 [kəu'ɔpərətiv] adj.合作的；合作社的 n.合作社

11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9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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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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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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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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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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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dimensional 1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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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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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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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31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132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33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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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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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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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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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141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42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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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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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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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48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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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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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51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52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53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154 housing 1 ['hausiŋ] n.房屋；住房供给；[机]外壳；遮盖物；机器等的防护外壳或外罩

155 Houston 1 ['hju:stən] n.休斯顿（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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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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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urricanes 1 ['hʌrikənz] n. 飓风（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

159 icon 1 ['aikɔn] n.图标；偶像；肖像，画像；圣像

160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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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abor 1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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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65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66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67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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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leslie 1 ['lesli:; 'lez] n.莱斯利（男子名）

169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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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ifting 1 ['liftiŋ] adj.举起的，起重的 n.举起，起重；提高，上升 v.举起，抬起（lift的ing形式）

172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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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ynn 1 [lin] n.林恩（姓氏）

174 mach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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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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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77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78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79 mixing 1 ['mɪksɪŋ] n. 混合；混频 动词mix的现在分词.

180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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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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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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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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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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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188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189 offices 1 办公室

190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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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19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3 oversee 1 [,əuvə'si:] vt.监督；审查；俯瞰；偷看到，无意中看到

19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95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196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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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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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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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1 printed 1 adj.印刷的；印花样的；已印好的 v.[印刷]印刷；出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铭记

202 printers 1 ['prɪntərs] n. 打印机；印刷工 名词printer的复数形式.

203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04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0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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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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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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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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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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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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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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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oberto 1 n.罗伯托（人名）

214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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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and 1 [sænd] n.沙；沙地；沙洲；沙滩；沙子 vt.撒沙于；以沙掩盖；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使撒沙似地布满；给…掺沙子
vi.被沙堵塞 n.(Sand)人名；(英、德、意、芬、罗、捷、挪)桑德；(瑞典)桑德；(法)桑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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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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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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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21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22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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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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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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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27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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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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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230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231 startup 1 英 ['stɑ tːʌp] 美 ['stɑ tː'ʌp] n. 开动；出发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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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234 storms 1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235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36 studio 1 ['stju:diəu, 'stu:-] n.工作室；[广播][电视]演播室；画室；电影制片厂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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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239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0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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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42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43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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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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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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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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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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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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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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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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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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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55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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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257 weighs 1 [weɪ] v. 衡量；称(重量)；重达 ...

258 width 1 [widθ, witθ] n.宽度；广度

259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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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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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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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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