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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单词后的数字为近几年真题中出现的次数，该数字仅为统计数据，
与单词的重要性无关！
abandon
2 [ə'bændən] n. 放弃；放任 vt. 遗弃；放弃
abide
1 [ə'baid] vt. 忍受，容忍；停留
vi. 持续；忍受；停留（用法：abide by）
ability
3 n. 能力，能耐；才能
abolish
5 vt. 废除，废止；取消，革除
absence
1 n. 没有；缺乏；缺席；不注意
absent
4 adj. 缺席的；缺少的；心不在焉的；茫然的
abstract
2 ['æbstrækt] n. 摘要；抽象 adj. 抽象的；深奥的
abundant
1 adj. 丰富的；充裕的；盛产
academic
3 adj. 学术的；理论的；学院的
accelerate
1 vt. 使……加快；使……增速
vi. 加速；促进；增加
accept
4 vt. 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acceptable
1 adj. 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access
3 vt. 使用；存取；接近 n. 进入；使用权；通路
accident
2 n. 事故；意外；意外事件；机遇
accidentally
1 adv. 意外地；偶然地
acclaim
1 vt. 称赞；为…喝彩，向…欢呼 n. 欢呼，喝彩；
accommodate
1 vt.容纳；使适应；供应；调解 vi.适应；调解
accompany
1 vt. 陪伴，伴随；伴奏 vi. 伴奏，伴唱
accord
27 n. 符合；一致；协议；自愿 vt. 使一致；给予
account
12 n. 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
vi. 解释；导致；报帐 vt. 认为；把…视为
accumulate
1 vi. 累积；积聚 vt. 积攒
accuse
1 vt. 控告，指控；谴责；归咎于 vi. 指责；控告
accustomed
1 adj. 习惯的；通常的；独有的（用法：be
accustomed to，习惯于...）
achieve
5 vt. 达到；完成 vi. 达到目的；如愿以偿
acknowledge
3 vt. 承认；答谢；报偿；告知已收到
acquired
1 adj. 后天的；已获得的；已成习惯的
v. 取得；捕获（acquire 的过去分词）
action
9 n. 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activate
1 vt. 刺激；使活动；使活泼；使产生放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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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活动；行动；活跃
adv. 实际上；事实上
adj. 严重的，[医] 急性的；敏锐的；激烈的；
vt. 使适应；改编（跟 to 为适应，跟 for 为改编）
n. 有瘾的人；入迷的人 vt. 使上瘾；使沉溺
n. 上瘾，沉溺；癖嗜
adj. 上瘾的
n. 添加；加法；增加物（用法主要为：in addition）
vt. 演说；从事；忙于；处理；写姓名地址；
向…致辞 n. 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
vt. 调整，使…适合；校准
vi. 调整，校准；适应（接 to，to 为借此）
vi. 给予帮助；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担当管
理人 vt. 管理；执行；给予
n. 承认；入场费；进入许可；坦白；录用
vt. 承认；准许进入；可容纳
vi. 承认；容许（可接 to 或 of，此处 to 为介词）
adv. 公认地；无可否认地；明白地
adj. 青春期的；未成熟的 n. 青少年
vt.采取；接受；收养；正式通过 vi.采取；过继
n. 成年人 adj. 成年的；成熟的
n. 发展；前进；增长；预付款
vt. 提出；预付；使……前进；将……提前
vi. 前进；进展；上涨 adj. 预先的；先行的
adj. 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 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 的过去式）
n. 优势；
利益；
有利条件 vi. 获利 vt. 有利于；
n. 到来；出现；
vi. 注意；谈到（后跟介词 to，用法接近于 refer）
vt. 通知；为…做广告；使突出
n. 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vt. 建议；劝告，忠告；通知；警告
n.提倡者；支持者；律师 vt.提倡，主张，拥护
n. 航空学；飞行术
adj. 美的；美学的；审美的，具有审美趣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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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 倾向；喜欢
n. 喜爱，感情；影响；感染
n. 富裕；丰富；流入；汇聚（形容词为 affluent）
vt. 给予，提供（=provide）
；买得起
adj.在海上的；飘浮的，在传播的 adv.在海上
n. 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n. 代理人，代理商；药剂；特工
vt. 由…作中介；由…代理 adj. 代理的
aggressive
3 adj. 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agony
1 n. 苦恼；极大的痛苦；临死的挣扎
agreement
4 n. 协议；同意，一致
aid
1 n. 援助；帮助；助手；帮助者
vt. 援助；帮助；有助于 vi. 帮助
aide
1 n. 助手；副官；
aim
4 vt. 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 打算；对准目标 n. 目的；目标；对准
aircraft
14 n. 飞机，航空器
airline
1 n. 航空公司；航线 adj. 航线的
airy
1 adj. 空气的；通风的；幻想的；轻快的；空中的
alarm
3 n. 警报，警告器；惊慌 vt. 警告；使惊恐
alert
2 n. 警戒，警惕；警报 vt.警告；使警觉，使意识到
adj. 警惕的，警觉的；留心的
alive
3 adj. 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allergic
1 adj. 对…过敏的；对…极讨厌的
allow
7 vt. 允许；给予；认可 vi. 容许；考虑
alone
2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alongside
1 adv. 在旁边 prep. 在……旁边
alter
1 vt. 改变，更改 vi. 改变；修改
alternate
1 n.替换物 adj.交替的；轮流的 vi.交替；轮流
alternative
2 n. 二中择一； adj. 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Alzheimer's disease 1 早老性痴呆；阿耳滋海默氏病
amazing
1 adj. 令人惊异的 v. 使吃惊
（amaze 的 ing 形式）
ambition
1 n. 野心，雄心；抱负，志向 vt. 追求；有…野心
ambitious
2 adj. 野心勃勃的；有雄心的；热望的
amount
8 vi. 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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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词 to） n. 数量；总额，总数
n. 分析；分解；验定
adj. 分析的；解析的；善于分析的
vt. 对…进行分析，分解（等于 analyse）
n. 轶事；奇闻；秘史
n. 周年纪念日
vt. 宣布；预示；播报 vi. 宣布参加竞选
n. 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n. 年刊，年鉴；一年生植物 adj. 年度的；每年的
n. 匿名；匿名者；无名之辈（形容词为
anonymous，匿名的，无名的；无个性特征的）
adj. 反种族歧视的；反歧视的
n.焦虑；渴望；挂念；令人焦虑的事（形容词为
anxious，adj.焦虑的；担忧的；渴望的；急切的）
adv. 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 分离的；与众不同的（主要用法为：apart
from，除…之外）
n. 公寓；房间
adj. 显然的；表面上的
n.呼吁，请求；吸引力，感染力；上诉；诉诸裁判
vi.呼吁，恳求；上诉；诉诸，求助；有吸引力，
迎合爱好；
（体育比赛中）诉诸裁判（后跟介词
to） vt. 将…上诉，对…上诉
adj. 吸引人的；动人的；引起兴趣的；恳求似的
v. 恳求（appeal 的 ing 形式）
；将…上诉
[ə'piə] vi. 出现；显得；似乎；出庭
[ə'piərəns] n. 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ə'plɔ: d] vt. 赞同；称赞；向…喝彩；
vi. 喝彩；鼓掌欢迎
[ə'plɔ: z] n. 欢呼，喝采；鼓掌欢迎
[,æplikə'biləti] n. 适用性；适应性
['æplikəbl, ə'plikə-] adj. 可适用的；可应用的；
['æplikənt] n. 申请人，申请者；请求者
[æpli'keiʃən] n. 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
[ə'plai] vt. 申请；涂，敷；应用
第 5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021-51086775

appoint
appointment
appreciate

1
1
1

approach
appropriate
approval
approve
architect
architectural
architecture
argue
argument
argumentation
argumentative
army
arrange
arrangement
array
arrest
arrogance
arrow
aspect
assemble
assess
assessment
asset
assignment
associate

association

61508004

www.zhongkaiedu.com

[ə'pʃint] vt. 任命；指定；约定 vi. 任命；委派
[ə'pɔintmənt] n. 任命；约定；任命的职位
[ə'pri:ʃieit] vt. 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 增值；涨价（名词为 appreciation)
10 [ə'prəutʃ] n. 方法；途径；接近 vt. 接近；
4 [ə'prəuprieit, ə'prəupriət]
adj. 适当的 vt. 占用；拨出
1 n. 批准；认可；赞成
3 vt. 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 批准；赞成
4 n. 建筑师
2 adj. 建筑学的；建筑上的；符合建筑法的
5 n. 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
4 vi. 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 辩论；证明；说服
6 n. 论证；论据；争吵
2 n. 论证；争论；辩论
4 [,ɑ:ɡju'mentətiv] adj. 好辩的；辩论的；争辩的
1 ['ɑ:mi] n. 陆军，军队
1 [ə'reindʒ] vt. 安排；排列；整理 vi.安排；协商
1 [ə'reindʒmənt] n. 布置；整理；准备
1 [ə'rei] vt. 排列，部署；打扮
n. 数组，阵列；排列，列阵；大批，一系列
2 [ə'rest] n. 逮捕；监禁 vt. 逮捕；阻止；吸引
1 ['ærəɡəns,-si] n. 自大；
傲慢态度
（形容词arrogant）
1 ['ærəu] n. 箭，箭头；箭状物；箭头记号
vt. 以箭头指示；箭一般地飞向
3 ['æspekt] n. 方面；方向；形势；外貌
3 [ə'sembl] vt. 集合，聚集；装配；收集
1 [ə'ses] vt. 评定；估价；对…征税
1 [ə'sesmənt] n. 评定；估价
1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有利条件
2 [ə'sainmənt] n. 分配；任务；作业；功课
5 [ə'səuʃieit] n. 同事，伙伴；关联的事物
adj. 副的；联合的 vi.交往；结交
vt.联想；使联合；使发生联系
2 [ə,səusi'eiʃən] n. 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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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ə'sju:m] vt. 承担；假定；采取；呈现
[ə'sʌmpʃən] n. 假定；设想；担任；采取
['æstrənɔ:t] n. 宇航员，航天员；太空旅行者
['æθli:t] n. 运动员，体育家；身强力壮的人
[ə'tætʃ] vt. 使依附；贴上；系上；使依恋
[ə'tæk] n. 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 攻击；抨击；动手干 vi. 攻击；腐蚀
1 [ə'tein] n. 成就 vt. 达到，实现；获得；到达
3 n. 企图，试图；攻击 vt. 企图，试图；尝试
3 vt. 出席；上（大学等）
；照料；招待；陪伴
6 n. 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8 n. 态度；看法；意见；姿势
5 vt. 吸引；引起 vi. 吸引；有吸引力
1 adj. 吸引人的；有魅力的；引人注目的
1 n. 属性；特质 vt. 归属；把…归于
4 vt. 拍卖；竞卖 n. 拍卖
5 n. 观众；听众；读者；接见
1 adj. 声音的； 音频的，声频的
3 n. 八月（简写为 Aug） adj. 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1 vt. 鉴定；证明…是真实的
33 n. 作者；
作家
（真题常出现 co-author，
共同作者）
2 n. 权威；权力；当局
1 n. 汽车制造商
3 n. 自动机械 adj. 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3 adv. 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1 n. 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8 adj. 有效的，可得的；可利用的；空闲的
12 n. 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 平均的；普通的
vt. 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 平均为；呈中间色
1 vt. 避免，防止；转移
1 n. 航空；飞行术；飞机制造业
3 vt. 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 vt. 等候，等待；期待
4 vt. 授予；判定 n. 奖品；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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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
世故的（用法：be aware of，意识到...）
1 n. 意识，认识，认识到；明白，知道
2 n. 生育高峰
1 n. 学士；单身汉；
1 n. 饵；诱饵 vt. 引诱；折磨 vi. 中途休息
1 n. 平衡；余额；匀称 vt. 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2 n. 禁令，禁忌 vt. 禁止，取缔
2 n. 破产
1 n. 旗帜，横幅；标语
1 adj. 空的；赤裸的，无遮蔽的 vt. 露出，使赤裸
1 n. 交易；契约；特价商品 vi. 讨价还价；成交
vt. 讨价还价；拿…做交易
2 n. 桶；枪管，炮管 vt. 把…装入桶内 vi.快速移动
2 n. 障碍物，屏障；界线 vt. 把…关入栅栏
14 n. 易货贸易；物物交换；实物交易
vi. 进行易货贸易；作物物交换；讨价还价
vt. 以…作为交换；拿…进行易货贸易
1 n.基础，底部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2 n. 基础；要素 adj. 基本的；基础的
2 adv. 主要地，基本上
1 n.蝙蝠；球棒；球拍 vi.轮到击球；用球棒击球
2 n. 战役；斗争 vi. 斗争；作战 vt. 与…作战
1 vi. 表现；
（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
起某种作用 vt. 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7 n. 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3 n. 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5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 vi. 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2 adv. 在下面，在较低处； prep. 在…下面
2 n. 长凳；工作台；替补队员
2 n. 弯曲 vi. 弯曲，转弯；屈服；倾向；专心于
vt. 使弯曲；使屈服；使致力；使朝向
1 adj. 有益的，有利的；可享利益的
9 n. 利益，好处；救济金 vt. 有益于，对…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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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良性的；和蔼的，亲切的；吉利的
n. 百慕大三角
n. 饮料
adv. 令人困惑地；使人迷乱地（来自 bewilder）
n. 偏见；偏爱；斜纹；乖离率 vt. 使存偏见
adj. 偏斜的 adv. 偏斜地
1 n.出价；叫牌；努力争取 vt.投标；出价；表示；吩咐
1 n. 通两种语言的人 adj. 双语的
7 n. 法案；广告；帐单；票据；钞票；清单
vt. 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1 n. [经]广告牌；布告板
2 n. 咬；一口；咬伤；刺痛 vt. 咬；刺痛
1 n. 苦味；苦难；怨恨
1 n. 灯火管制；灯火熄灭；停电，断电
8 vt. 责备；归咎于 n. 责备；责任；过失
1 n. 空白；空虚；空白表格 vi. 消失；成为空白
adj. 空白的；空虚的；单调的
vt. 使…无效；使…模糊；封锁
1 adj. 阴冷的；荒凉的，无遮蔽的；黯淡的，无
希望的；冷酷的；单调的
1 n.混合；[油气]掺合物 vt. 混合 vi. 混合；协调
1 vt. 祝福；保佑；赞美
1 n. 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adj. 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vt. 阻止；阻塞；限制
1 n. 吹；打击；殴打 vi. 风吹；喘气
1 n. 蓝图，设计图；计划 vt. 计划；制成蓝图
1 adj. 钝的不锋利的；生硬的；直率的 vt. 使迟钝
14 n. 董事会；木板；膳食 vt. 上（飞机、车、船等）
1 adj. 大胆的，英勇的；黑体的；
2 n. 债券；结合；约定；粘合剂
vi. 结合，团结在一起 vt. 使结合；以…作保
1 n. 奖金；红利；额外津贴
5 n. 繁荣；吊杆；隆隆声 vt.使兴旺；发隆隆声
5 adj. 急速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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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st
border

2
1

borderline
borrow
bottom

2
1
1

brain
brake
branch

6
4
1

brand

7

break

9

breathe

1

breed

1

brief

2

bright

3

broadcast

6

browse

1

brunt
brush

1
2

bub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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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推动；帮助；宣扬 vt. 促进；增加；支援
n. 边境；边界；国界 vi. 接界；近似
vt. 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n. 边界线，边界；界线 adj. 边界的；暧昧的
vi. 借；借用；从其他语言中引入 vt. 借；借用
n. 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 底部的
vt. 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n. 头脑，智力；脑袋
n. 闸，刹车；阻碍 vi. 刹车 vt. 刹车
n. 树枝，分枝；分部；支流
vt. 分支；出现分歧 vi. 分支；出现分歧
n. 商标，牌子；烙印
vt. 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 休息，中断；破裂处 vi. 突变
vt. 打破，弄破；中断；弄坏；削弱
vi. 呼吸；低语；松口气；
（风）轻拂
vt. 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n. [生物] 品种；种类，类型
vi. 繁殖；饲养；产生
vt. 繁殖；饲养；养育，教育；引起
n. 摘要，简报；概要，诉书
adj. 简短的，简洁的；短暂的，草率的
vt. 简报，摘要；作…的提要
adj. 明亮的，鲜明的；聪明的；愉快的
adv. 明亮地；光明地；欢快地
['brɔ:dkɑ:st, -kæst] n. 广播；播音；广播节目
adj. 广播的 vi. 广播，播送；播放
vt. 播送，播放；
（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brauz] n. 浏览；吃草 vt. 浏览；吃草
vi. 浏览；吃草；漫不经心地看商品
[brʌnt] n. 冲击；主要冲力
[brʌʃ] n. 刷子；画笔；毛笔；争吵
vt. 刷；画 vi. 刷；擦过；掠过
n. 气泡，泡沫，泡状物；透明圆形罩，圆形顶
vi. 沸腾，冒泡；发出气泡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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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get
bull run
bump
burden
bureau
bureaucrat
burst
bush
cable
calculate
calorie
camp
campaign
campaigner
campfire
campus
cancer
candidate
candy
capable
capacity
capital
capitalism
capitalist
capture
carbon
care
career
cargo
cartoo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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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使冒泡；滔滔不绝地说
1 n. 预算，预算费 adj. 廉价的
vt. 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1 n. 股市活跃期，牛市
1 n. 肿块，隆起物；撞击 vt. 碰，撞；颠簸
1 n. 负担；责任；船的载货量 vt. 使负担；烦扰；
4 n. 局，处
1 n. 官僚；官僚主义者
3 n. 爆发，突发；爆炸 vi. 爆发，突发；爆炸
1 n. 灌木；矮树丛 vi. 丛生；浓密地生长
vt. 以灌木装饰；使…精疲力竭
1 n. 电缆；海底电报 vt. 打电报 vi. 打海底电报
2 vi. 计算；以为；作打算
1 n. 卡路里（热量单位）
2 n. 露营 vi. 露营；扎营 vt. 扎营；使扎营
5 n.运动活动；战役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1 n. 竞选者；从军者；出征者；老兵
2 n. 营火；营火会
2 n. (大学)校园；大学，大学生活；校园内的草地
30 n. 癌症；恶性肿瘤
1 n. 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1 n. 糖果 adj. 新潮的（服饰）
；甜言蜜语的
1 adj. 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be capable of）
2 n. 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2 n. 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 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2 n. 资本主义
3 n.资本家，资本主义者 adj.资本主义的，资本家的
1 n. 捕获；战利品，俘虏 vt. 俘获；夺得
3 n.[化学] 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14 n. 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 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2 n. 事业，职业；生涯
2 n. 货物，船货
1 n. 漫画家
第 11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021-51086775

case
category
cause
caution
cautious
cavity
cease
ceiling
celebrate

16
1
10
2
1
1
1
6
2

celebrity
cell
cent
center/centre
central
century
cereal
certain
certificate
chain
challenge
challenging

champion
championship
chance
chancel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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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情况；实例；箱 vt. 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 种类，分类；
n. 原因；事业；目标 vt. 引起；使遭受
n. 小心，谨慎；警告，警示 vt. 警告
adj. 谨慎的；十分小心的
n. 腔；洞，凹处；龋齿的洞
n. 停止 vi. 停止；终了 vt. 停止；结束
n. 天花板；上限
vt. 庆祝；举行；赞美；祝贺
vi. 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2 n. 名人；名声
1 [sel] n. 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3 [sent] n. 分；一分的硬币
3 ['sentə] n. 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 居中，被置于中心 adj. 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3 ['sentrəl] adj. 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14 ['sentʃuri] n. 世纪，百年
2 ['siəriəl] n. 谷类，谷物；谷类食品；谷类植物
adj. 谷类的；谷类制成的
7 ['sə:tən] adj. 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
1 [sə'tifikeit] n. 证书；执照，文凭
vt. 发给证明书；以证书形式授权给…；用证书批准
3 [tʃein] vt. 束缚；囚禁；用铁练锁住
n. 链；束缚；枷锁（chain reaction,chain somoker)
5 ['tʃælindʒ] n. 挑战；怀疑 vt. 向…挑战
1 ['tʃælindʒiŋ] adj. 挑战的；引起挑战性兴趣的
v. 要求；质疑；反对；向…挑战；盘问（challenge
的 ing 形式）
1 ['tʃæmpiən] n. 冠军；拥护者；战士
vt. 支持；拥护 adj. 优胜的；第一流的
1 ['tʃæmpiənʃip] n.锦标赛；冠军称号；冠军地位
4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可能性
vt. 偶然发生；冒……的险
1 ['tʃɑ:nsələ, 'tʃæn-] n. 总理（德、奥等的）
；
（英）
大臣；校长（美国某些大学的）
；
（英）大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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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

36 [tʃeindʒ] n. 变化；找回的零钱
vt. 改变；交换 vi. 改变；兑换
1 ['tʃeindʒəbl] adj.无常的；可改变的；易变的；不定的
5 ['tʃænəl] n. 通道；频道；海峡
vt. 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1 ['kærəktə] n. 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 印，刻；使具有特征
1 [,kærəktə'ristik] n. 特征；特性；特色
adj. 典型的；特有的；表示特性的
7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
向…冲去
2 ['tʃærətəbl] adj. 慈善事业的；慷慨的，仁慈的；
1 [tʃɑ:m] n. 魅力，吸引力；魔力
vt. 使陶醉；行魔法 vi. 有魔力；用符咒
3 [tʃi:t] n. 欺骗，作弊；骗子 vt. 欺骗；骗取
3 [tʃek] vi. 核对无误；将军（象棋）
；证明无误
vt. 检查；制止；寄存 n. 支票；阻止；阻止物
1 ['tʃiə,li:də] n. 啦啦队长
2 [ʃef] n. 厨师，大师傅
1 [tʃu:] n. 咀嚼；咀嚼物 vt. 嚼碎，咀嚼
3 [tʃi:f] n. 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 ['tʃaildhud] n. 童年时期；幼年时代
5 [tʃip] n. [电子] 芯片；筹码；碎片
vt. 削，凿；削成碎片 vi. 剥落；碎裂
6 [tʃɔis] n. 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 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 [tʃɔ:] n. 家庭杂务；讨厌的，累人的工作
1 ['krɔnik] adj. 慢性的；长期的；习惯性的
2 ['krɔnikl] n.编年史，年代记 vt.把…载入编年史
1 [tʃʌŋk] n. 大块；矮胖的人或物
1 [tʃə:tʃ] n. 教堂；礼拜；教派
adj.教会的；礼拜的 vt.领…到教堂接受宗教仪式
1 ['sə:kl] n. 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changeable
channel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
charge

charitable
charm
cheat
check
cheerleader
chef
chew
chief
childhood
chip
choice
chore
chronic
chronicle
chunk
church
cir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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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lation
circumstance
cite
citizen
citizenship
civil

1
3
2
7
1
1

civilization
claim

2
1

clarity
claw
cleanse
clerical
clerk
cliche
client
cliff
climate
climb
cling
clip
closely
club
cluster

8
1
1
3
1
1
1
1
4
5
1
1
1
4
1

coach
coast
cockroach
cocktail
coercion
coincidence
coldness
collaborative

1
3
1
1
3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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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盘旋，旋转；环行 vt. 画圆圈；环绕…移动
['sə:kju'leiʃən] n. 流通，传播；循环；发行量
['sə:kəmstəns] n. 环境，情况；事件；境遇
[sait] vt. 引用；传讯；想起；表彰
['sitizən] n. 公民；市民；老百姓
['sitizənʃip] n.公民身份，公民资格，国籍，公民权
['sivəl] adj. 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
貌的；根据民法的
['sivilai'zeiʃən, -li'z-] n. 文明；文化
[kleim] n. 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vi. 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klærəti] n. 清楚，明晰；透明（来自 clear）
[klɔ:] n. 爪，螯，钳，爪形器具 vi. 用爪抓（或挖）
[klenz] vt. 净化；使…纯净；使…清洁
['klerikəl] n.牧师 adj.书记的，牧师的；办事员
[klɑ:k, klə:k] n.职员，办事员店员，书记，记帐员
['kli:ʃei] n. 陈词滥调，老生常谈
['klaiənt] n. 客户；顾客；委托人
[klif] n. 悬崖；绝壁
['klaimit] n. 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klaim] n. 爬；攀登 vi. 爬；攀登；上升
[kliŋ] vi. 坚持，墨守；紧贴；附着(后跟介词 to）
[klip] n. 修剪；
夹子；
回形针 vt. 修剪；
夹牢；
adv. 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n. 俱乐部，社团；夜总会；
n. 群；簇；丛；串 vi. 群聚；丛生
vt. 使聚集；聚集在某人的周围
n. 教练；旅客车厢；长途公车；四轮大马车
n. 海岸；滑坡
n. 蟑螂
n. 鸡尾酒；开味食品；混合物 adj. 鸡尾酒的
n. 强制；强迫；高压政治；威压
n. 巧合；一致；同时发生
n. 寒冷；冷淡
adj.合作的，协作的(来自 collaborate,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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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ction
collective
college
combination
combine
comfortable
command
comment
commerce
commercial
commission

2
1
20
2
1
2
1
5
2
3
2

commit
commitment
committee
common
communicate
communication
communion
community
commute
companion
companionship
company
comparable
compare
comparison
compassionate
compel
compensate
compensation
comp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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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采集，聚集；[税收] 征收；收藏品；募捐
adj. 集体的；共同的；集合的；集体主义的
n. 大学；学院；学会
n. 结合；组合；联合；[化学] 化合
vt. 使联合使结合 n. 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adj. 舒适的，舒服的
n. 指挥，控制；命令 vi. 命令，指挥；控制
n. 评论；意见；批评 vi. 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n. 贸易，商业
n. 商业广告 adj. 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 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 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2 vt. 犯罪，做错事；把...交托给；指派…作战；
使…承担义务
1 n. 承诺，保证；委托；承担义务；献身
4 n. 委员会
8 n. 普通；平民；公有地
adj. 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1 vi. 通讯，传达；相通；感染
7 n. 通讯，通信；交流
2 n. 共享；恳谈；宗教团体；
17 n. 社区；[生态] 群落；共同体；团体
1 vt. 减刑；交换；用……交换；使……变成
vi. 通勤，每天坐交通工具上下班；代偿
1 n. 同伴；朋友；指南；手册 vt. 陪伴
2 n. 友谊；陪伴；交谊
29 n. 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 交往 vt.陪伴
1 adj. 可比较的；比得上的
5 vt. 比较；对照；比喻为 n. 比较
1 n. 比较；对照；比喻；比较关系
2 adj. 慈悲的；富于同情心的 vt. 同情；怜悯
1 vt. 强迫，迫使；强使发生
1 vi. 补偿，赔偿；抵消 vt. 补偿，赔偿；付报酬
3 n. 补偿；报酬；赔偿金
1 vi. 竞争；比赛；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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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t
competition
competitive
competitiveness
complain
complaint
complete
completeness
complex
complexity
complicated
comply
component
composite
composition
comprehend
comprehensive

1
5
4
1
3
1
5
3
4
2
1
1
1
1
1
1
1

compromise

3

compulsory

1

computation
computerize
conceited
concentrated

5
1
1
3

concentration
concept
conceptual
concern

1
5
4
6

concert

1

conci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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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胜任的；有能力的；能干的；足够的
n. 竞争；比赛，竞赛
adj. 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n. 竞争力，好竞争
vi. 投诉；发牢骚；诉说 vt. 抱怨；控诉
n. 抱怨；诉苦；疾病；委屈
adj. 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 完成
n. 完整；完全；完成；圆满；结束
n. 复合体；综合设施 adj. 复杂的；合成的
n. 复杂，复杂性；复杂错综的事物
adj. 难懂的，复杂的
vi. 遵守；顺从，遵从；答应（后跟介词 with）
n.成分；组件；[电子] 元件 adj.组成的，构成的
n.复合材料；合成物；菊科 adj.复合的；合成的
['kɔmpə'ziʃən] n. 作文，作曲；构成；合成物
['kɔmpri'hend] vt. 理解；包含；由…组成
['kɔmpri'hensiv] n. 综合学校；专业综合测验
adj. 综合的；广泛的；有理解力的
['kɔmprəmaiz] n. 妥协，和解；折衷
vt. 妥协；危害 vi. 妥协；让步
[kəm'pʌlsəri] adj. 义务的；必修的；被强制的
n.（花样滑冰、竞技体操等的）规定动作
['kɔmpju'teiʃən] n. 估计，计算
[kəm'pju:təraiz] vt. 使电脑化；使计算机化
[kən'si:tid] adj. 自负的；狂想的；逞能的
['kɔnsəntreitid] adj. 集中的；浓缩的；全神贯注的
v. 集中（concentrate 的过去分词）
['kɔnsən'treiʃən] n.浓度；集中；浓缩；专心；集合
['kɔnsept] n. 观念，概念
[kən'septjuəl] adj. 概念上的
[kən'sə:n] n. 关系；关心；关心的事
vt. 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kən'sə:t, 'kɔnsə:t] n. 音乐会；一致；和谐
vt. 使协调；协同安排 vi. 协调；协力
[kən'sais] adj. 简明的，简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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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ən'klu:d] vt. 推断；决定，作结论；结束
[kən'klu:ʃən] n. 结论；结局；推论
[kən'kri:t, 'kɔnkri:t] n. 具体物；凝结物 vi. 凝结
adj. 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9 [kən'diʃən] n. 条件；情况；环境；身分
vt. 使适应；使健康；决定；以…为条件
2 [kən'diʃənəl] adj. 有条件的；假定的
1 ['kɔndʌkt, kən'dʌkt] n. 进行；行为；实施
vt. 管理；引导；表现 vi. 导电；带领
1 [kən'fes] vt. 承认；坦白；忏悔；供认
4 ['kɔnfidəns] n.信心；
信任；
（形容词为 confident）
1 ['kɔnfi'denʃəl] adj.机密的；表示信任的；获信任的
2 [kən'fain, 'kɔnfain] n.界限，边界 vt.限制；禁闭
6 [kən'flikt, 'knflikt] n. 冲突，矛盾；斗争；争执
vi. 冲突，抵触；争执；战斗
2 [kən'fɔ:m] vi.符合；遵照；适应环境(后跟介词 to)
vt.使遵守，使一致；使顺从 adj.一致的；顺从的
3 [kən'frʌnt] vt. 面对；遭遇；比较
2 [kən'fju:z] vt. 使混乱；使困惑
1 ['kɔŋɡres,kən'ɡ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4 [kə'nekʃən] n. 连接；关系；连接件
2 ['kɔnʃəns] n. 道德心，良心
1 ['kɔnʃi'enʃəs] adj.认真的；尽责的；小心谨慎的
1 ['kɔnʃəs] adj. 意识到的；故意的；神志清醒的
1 ['kɔnʃəsnis] n. 意识；知觉；觉悟；感觉
10 ['kɔnsi,kwəns]
n. 结果；重要性；推论（形容词 consequent）
5 [kən'sə:vətiv] n. 保守派，守旧者 adj. 保守的
8 [kən'sidə] vt. 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2 [kən'sidərəbl] adj.相当大的；重要的，值得考虑的
1 [kən'sidərit] adj. 体贴的；体谅的；考虑周到的
2 [kən,sidə'reiʃən] n.考虑；原因；关心；报酬（take
sth into consideration 把…考虑进去）
1 [kən'sist] vi. 组成；在于；符合
2 [kən'sistənt] adj. 始终如一的，一致的；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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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ɔnsə'leiʃən]
n. 安慰；慰问；起安慰作用的人或事物
2 ['kɔnstənt] n. [数] 常数；恒量
adj. 不变的；恒定的；经常的
2 ['kɔnsti'tju:ʃən] n. 宪法；体质；章程；构造
3 [kən'streint] n. 约束；局促，态度不自然；强制
1 [kən'strʌkt] n.构想，概念 vt.建造，构造，创立
1 [kən'strʌkʃən] n. 建设；建筑物；解释；造句
1 [kɔn'sʌlt, 'kɔnsʌlt] vt. 查阅；商量；向…请教
vi. 请教；商议；当顾问（后跟介词 with）
1 [kən'sʌltənt] n. 顾问；咨询者；会诊医生
2 [kən'sju:m] vt. 消耗，消费；使…著迷；挥霍
20 [kən'sju:mə] n. 消费者；用户，顾客
3 [kən'sʌmpʃən] n. 消费；消耗
1 [kən'tein] vt. 包含；控制；容纳
5 [kən'tempərəri] n. 同时代的人；同时期的东西
adj. 当代的；同时代的；属于同一时期的
1 ['kɔntent] n. 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 满意的（be content with） vt. 使满足
9 ['kɔntekst] n. 环境；上下文；来龙去脉
2 ['kɔntinənt] n. 大陆，洲，陆地
2 [kən'tinjuəli] adv. 不断地；频繁地
12 [kən'tinju:] vi. 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 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2 [kən'tinjuəs] adj. 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
2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 收缩；感染；订约
vt. 感染；订约；使缩短 n. 合同；婚约
1 ['kɔntrə'dikt] vi. 反驳；否认；发生矛盾
vt. 反驳；否定；与…矛盾；与…抵触
1 ['kɔntrə'dikʃən] n. 矛盾；否认；反驳
2 ['kɔntrəri] n. 相反；反面
adj. 相反的；对立的 adv. 相反地
3 [kən'trɑ:st, -'træst, 'kɔntrɑ:st, -træst]
n. 对比；差别；对照物（in/by contrast to）
vi. 对比；形成对照 vt. 使对比；使与…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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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ən'tribju:t] vt. 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vi. 贡献，出力；投稿；捐献 contribute to 促成
1 ['kəntri'bju:ʃən] n. 贡献；捐献；投稿
9 [kən'trəul] n. 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 控制；管理；抑制
2 ['kɔntrə,və:si] n. 争论；论战；辩论
28 [kən'vi:njəns] n. 便利；厕所；便利的事物（形
容词为 convenient）
2 [kən'venʃənəl] adj.符合习俗的，传统的；常见的；
惯例的(名词为 convention，惯例；约定；习俗)
1 [kən'və:dʒ] vi. 聚合；集中于一点
4 ['kɔnvə'seiʃən] n. 交谈；会话；社交
2 ['kɔnvə'seiʃənəl] adj. 对话的；健谈的
1 [kən'vins] vt. 说服；使确信，使信服
31 [kuk] n. 厨师 vt. 烹调，煮 vi. 烹调，做菜
3 [kəu,ɔpə'reiʃən] n. 合作，协作；协力
2 [kəup] n. 长袍 vi. 处理；竞争（后跟介词 with）
2 ['kɔpi] n. 副本；一册；摹仿
vi. 复制；复印；抄袭 vt. 复制；复印；抄袭
7 [kɔ:] n. 核心；要点；果心； vt. 挖...的核
3 ['kɔ:nə] vi. 囤积；相交成角
vt. 垄断；迫至一隅；使陷入绝境；把…难住
n. 角落，拐角处；地区，偏僻处；困境，窘境
6 ['kɔ:pərit] adj. 法人的；共同的，全体的；社团的
5 ['kɔ:pə'reiʃən] n. 公司；法人（团体）；社团；
1 ['kɔ:rə，leit] n. 相关物；相关联的人 vi. 关联
vt. 使有相互关系；互相有关系 adj. 关联的
3 ['kɔ:ri'leiʃən] n.相关，关联；相互关系
1 [kə'rʌpt] adj. 腐败的，贪污的；堕落的
vt. 使腐烂；使堕落，使恶化
1 [kə'rʌpʃən] n. 贪污，腐败；堕落
1 [kautʃ] n. 睡椅，长沙发；床；卧榻
vt. 使躺下；表达；弯下
3 ['kaunsəl] n. 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
1 [kaunt] n. 计数；计算；伯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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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计算；认为 vi. 计数；有价值
1 ['kauntə] n. 计数器，计算器；柜台；计算者
adj. 相反的 adv. 相反地 v. 反击；反对
1 ['kauntə,pɑ:t] n. 副本；配对物；极相似的人或物
1 ['kauntəpɔint] n. 对应物
1 ['kaunti] n. 郡，县
7 ['kʌpl] n. 对；夫妇；数个 vi. 结合；成婚
vt. 结合；连接；连合
1 ['kʌridʒ] n. 勇气；胆量
1 [kə'reidʒəs] adj. 有胆量的，勇敢的
16 [kɔ:s] n. 过程；道路；一道菜 vt. 追赶；跑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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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ʌzən] n. 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
4 ['kʌvə] n. 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
vt. 包括；采访，报导；涉及 vi. 覆盖；代替
6 ['kʌvəridʒ]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报道量
1 [kræk] n. 裂缝；声变；噼啪声 vi. 破裂；爆裂
vt. 使破裂，打开，变声 adj. 最好的；高明的
1 [kræʃ] n.碰撞；崩溃；坠落 vt.坠落；破碎；撞碎
vi. 碰撞；坠毁；闯；突然倒台 adj. 速成的
1 ['kreizi] adj. 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be crazy
about/over）
1 [kri:m] n. 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21 [kri'eit] vt. 创造，创作；造成
2 [kri:'eiʃən] n. 创造，创作；创作物
(recreation 意为娱乐)
6 [kri'eitiv] adj. 创造性的
5 ['kriei'tiviti] n. 创造力；创造性
1 [kri'denʃəl] n. 证书；凭据；国书
1 ['kredi'biləti] n. 可信性；确实性
1 ['kredit] n.信用，信誉；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 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8 [kraim] n. 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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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控告……违反纪律
['kraisis] n. 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 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krisp] n. 松脆物；油炸马铃薯片
adj. 脆的；新鲜的；易碎的
vt. 使卷曲；使发脆 vi. 卷曲；发脆
['krispi] adj. 酥脆的；易碎的；干净利落的；
['kritikəl] adj. 决定性的；关键的；批评的，
爱挑剔的；危险的；评论的
['kriti，sizəm] n. 批评；考证；苛求
['kriti，saiz] vt. 批评；评论；非难
[krɔp] n. 产量；农作物；庄稼；平头
vt. 种植；收割；修剪；剪短 vi. 收获
[krəu] n. 乌鸦；鸡鸣；撬棍 vi. 啼叫；报晓
['kru:ʃəl] dj.重要的；决定性的；定局的；决断的
['kru:əl] adj. 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
[kru:z]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vi.巡航，漫游
[krʌʃ] n. 粉碎；迷恋；压榨；拥挤的人群
vt. 压碎；弄皱，变形；使…挤入
['kristə,laiz] vt. 使结晶；明确；使具体化；
做成蜜饯 vi. 结晶，形成结晶；明确；具体化
[kju:] n. 提示，暗示；线索 vt. 给…暗示
['kʌltiveit] vt. 培养；陶冶；耕作
['kʌltʃərəl] adj. 文化的；教养的
['kʌltʃə] n. 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 培养（等于 cultivate）
[kə:b] n. 抑制；路边；勒马绳 vt. 控制；勒住
[kjuə] n. 治疗；治愈；疗法
vt. 治疗；治愈；使硫化；加工处理
vi. 治病；痊愈；受治疗；被硫化；被加工处理
['kjuəriəs] adj. 好奇的；古怪的；爱挑剔的
[kə:l] n. 卷曲；卷发；螺旋状物
vt. 使…卷曲；使卷起来 vi. 卷曲；盘绕
['kərənsi] n. 货币；通货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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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kʌrəntli] adv. 当前；一般地
['kʌstəmə] n. 顾客
[kju:t] adj. 可爱的；漂亮的；聪明的，伶俐的
['saibə,speis] n. 网络空间；赛博空间
['dæmidʒ] n. 损害；损毁
vi. 损害；损毁；赔偿金 vt. 损害，毁坏
['deindʒə] n. 危险；危险物，威胁
['deindʒərəs] adj. 危险的
n. 勇敢，鲁莽
adj. 勇敢的，无畏的，敢于冒险的
n. 破折号；冲撞 vt. 使…破灭；猛撞；泼溅
n. 数据库，资料库
n. 黎明；开端 vt. 破晓；出现；被领悟
n. 耀眼的光；灿烂 vi. 眼花缭乱；炫耀
vt. 使……目眩；使……眼花
vt. 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 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 交易；
（美）政策；待遇；份量
n. 经销商；商人
n. 交易；行为
n. 院长；系主任；教务长；主持牧师
[di'beit] n.辩论；辩论会 vt.辩论，争论，讨论
['deibri:] n. 碎片，残骸
[det] n. 债务；借款；罪过
['dekeid] n. 十年，十年期；十
[di'kei] n. 衰退，[核] 衰减；腐烂，腐朽
vi. 衰退，[核] 衰减；腐烂，腐朽
vt. 使腐烂，使腐败；使衰退，使衰落
[di'septiv] adj. 欺诈的；迷惑的；虚伪的
[di'said] vt. 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di'siʒən] n. 决定，决心；决议
[di'saisiv] adj. 决定性的；果断的，坚定的
[di'klεə] vt. 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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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谢绝；婉拒 vi. 下降；衰落；谢绝
['dekə'reiʃən] n. 装饰，装潢；装饰品；奖章
[di'kri:s] n. 减少；减少量 vi. 减少，减小
[di'fɔ:lt] n. 违约；缺席；缺乏；系统默认值
vi. 拖欠；不履行；不到场
vt. 不履行；不参加(比赛等)；对…处以缺席裁判
[di'fens] n. 防御；防卫；答辩；防卫设备
[di'fendəbl] adj. 可防御的
[di'fendənt] n.被告 adj.辩护的；为自己辩护的
[di'fain] vt. 定义；使明确；规定
['definit] adj. 一定的；确切的
['defi'niʃən] n. 定义；清晰度；解说
[di'ɡri:] n. 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di'lei] n. 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vi. 延期；耽搁 vt. 延期；耽搁
['deliɡeit] n. 代表 vt. 委派…为代表
[di'libərətli] adv. 故意地；谨慎地；慎重地
[di'lait] n. 高兴 vi. 高兴 vt. 使高兴
[di'livə] n. 投球 vt. 交付；发表；递送；释放；
vi. 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di'livəri] n. 交付；分娩；递送；送货上门
['deltə] n.（河流的）三角洲；德耳塔（希腊字
母的第四个字）
[di'mɑ:nd, -'mænd] n. [经] 需求；要求；需要
vt. 要求；需要；查询 vi. 需要；请求；查问
[di'mɔkrəsi] n. 民主，民主主义；民主政治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政治的；大众的
['demə'ɡræfik,-kəl] adj.人口统计学的；人口学的
['demənstreit] vt. 证明；展示；论证 vi. 示威
['dentist] n. 牙科医生
[di'nai] vt.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的要求
[di'pɑ:t] vi. 离开；出发，起程；违反；去世（名
词为 departure） adj. 逝世的
[di'pɑ:tmənt] n. 部；部门；系；科；局
[di'pɑ:tʃə] n. 离开；出发；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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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di'pendənt] n. 依赖他人者；受赡养者
adj. 依靠的；从属的；取决于…的
[di'pikt] vt. 描述；描画
[di:'plɔi] vt. 配置；展开；使疏开 n. 部署
[di'pɔzit] n. 存款；保证金；沉淀物
vt. 使沉积；存放 vi. 沉淀
[di'pres] vt. 压低；使沮丧；使萧条
[di'preʃən] n. 沮丧；洼地；不景气；忧愁
[di'praiv] vt. 使丧失，剥夺（deprive sb of sth.）
[di'raiv] vt. 源于；得自 vi. 起源
[di'sent] n. 下降；血统；袭击
vt. 除去…的气味；使…失去香味
[di'skraib] vt. 描述，形容；描绘
[di'skripʃən] n. 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di'zə:v] vi. 应受，应得 vt. 应受，应得
[di'zain] n. 设计；图案 vt. 设计；计划；构思
['deziɡneit] adj. 指定的；选定的
vt. 指定；指派；标出；把…定名为
[di'zaiərəbl] n.合意的人或事物 adj.令人满意的
[di'zaiə] n. 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 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 渴望
['despərət] adj.不顾一切的；令人绝望的；极度渴望
[di'spait] n.轻视；憎恨；侮辱 prep.尽管，不管
['desti'neiʃən] n. 目的地，终点
[di'strɔi] vt. 破坏；消灭；毁坏
[di'strʌkʃən] n. 破坏，毁灭；摧毁
[di'tekt] vt. 察觉；发现；探测
[di'tiəriə'reiʃən] n. 恶化；退化；堕落
[di'tə:min] vt. 决定；判决；使…下定决心
vi. 确定；决定；判决，终止
[di'tə:mind] adj. 决定了的；坚决的
v. 决定；断定（determine 的过去分词）
['di:'vælju:] vt.使贬值；降低…的价值 vi.贬值
['di:vælju'eiʃən] n.（货币）贬值
第 24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021-51086775

device
devise
diabetes
diagnose
diagnosis
dictate
diet
diffuse
digital
dilemma
dimension
diminish
dine
dioxide
diploma

4
1
1
1
1
1
4
1
1
2
1
1
1
1
4

diplomacy
diplomat

1
1

diplomatic

1

director
directorship
disagree
disappear

22
1
3
1

disappearance
disappointed
disapproval
disapprove
disaster
disastrous
discipline
disclose
disclosure

3
1
1
1
1
1
2
1
1

61508004

www.zhongkaiedu.com

[di'vais] n. 装置；策略；图案
[di'vaiz] vt. 设计；想出；发明；图谋；遗赠给
['daiə'bi:ti:z] n. 糖尿病；多尿症
['daiəɡnəuz, ,daiəɡ'nəuz] vt. 诊断；断定
['daiəɡ'nəusis] n. 诊断
[dik'teit, 'dikteit] n. 命令；指示 vt. 命令；口述
['daiət] n. 饮食；食物；规定饮食 vi. 节食
[di'fju:s] adj. 弥漫的；散开的 vt. 扩散；传播
['didʒitəl] adj. 数字的；手指的 n. 数字；键
[di'lemə, ,dai-] n. 困境；进退两难；两刀论法
[di'menʃən, dai-] n. [数] 维；尺寸；次元；容积
[di'miniʃ] vt. 使减少；使变小
[dain] vi. 进餐，用餐 vt. 宴请
n. 二氧化物
n. 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公文，文书；奖状
vt. 发给…毕业文凭
n. 外交；外交手腕；交际手段
n. 外交家，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处事圆
滑机敏的人
adj. 外交的；外交上的；老练的；有外交手腕
的；善于外交言辞的
n. 主任，主管；导演；
n. 管理者的职位
vi. 不同意；不一致；争执；不适宜
vi. 消失；失踪；不复存在
vt. 使…不存在；使…消失
n. 消失；不见
adj. 失望的，沮丧的；受挫折的
n. 不赞成；不喜欢
vt. 不赞成；不同意 vi. 不赞成；不喜欢
n. 灾难，灾祸；不幸
adj. 灾难性的；损失惨重的；悲伤的
n. 学科；纪律；训练；惩罚 vt. 训练，训导；
vt. 公开；揭露
n. 披露；揭发；被揭发出来的事情
第 25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021-51086775

discount

1

61508004

www.zhongkaiedu.com

['diskaunt, dis'k-] n. 折扣；贴现率
vi. 贴现；打折扣出售商品
vt. 打折扣；将…贴现；贬损；低估；忽视
discouraged
2 [dis'kʌridʒd] adj. 气馁的
v. 劝阻（discourage 的过去分词）
；使失去勇气
discourse
2 ['diskɔ:s， dis'kɔ:s] n. 论述；谈话；演讲
vi. 演说；谈论；讲述 vt. 说出；演奏出
discover
6 [dis'kʌvə] vt. 发现；发觉 vi. 发现
discovery
3 [dis'kʌvəri] n. 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discrimination
5 [dis,krimi'neiʃən] n.歧视；区别，辨别；识别力
discuss
10 [dis'kʌs] vt. 讨论；论述，辩论
discussion
4 [dis'kʌʃən] n. 讨论，议论
disease
2 [di'zi:z] n.病，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 不诚实的；欺诈的
disinfect
1 ['disin'fekt] vt. 将…消毒
disintegration
2 [dis,inti'ɡreiʃən]
n. 瓦解，崩溃；分解（来自 integrate）
dismiss
2 [dis'mis] vt. 解散；解雇；开除；让...离开
disorganize
2 [dis'ɔ:ɡənaiz]
vt. 扰乱；瓦解；使…混乱；破坏组织
display
3 ['dis'plei] n. 显示；炫耀 vt. 显示；表现；陈列
vi. [动] 作炫耀行为 adj. 展览的；陈列用的
disposal
2 [dis'pəuzəl] n. 处理；支配；清理；安排
disproportionately 2 ['disprə'pɔ:ʃənitli] adv. 不成比例地
dispute
1 [dis'pju:t, 'dis-] n. 辩论；争吵
vt. 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 争论
dissolve
1 [di'zɔlv] n.叠化画面；画面的溶暗
vt.使溶解；使分解；使液化 vi.溶解；解散；消失
distance
3 ['distəns] n. 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distant
2 ['distənt] adj. 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
distinct
2 [dis'tiŋkt] adj.明显的，独特的，清楚的，有区别的
distinctive
1 [dis'tiŋktiv] adj. 有特色的，与众不同的
distinctiveness
1 [di'stiŋktivnis] n. 特殊性；区别性；辨别性
distracted
1 [dis'træktid] adj. 心烦意乱的；思想不集
distress
2 [di'stres] n. 危难，不幸；贫困；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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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使悲痛；使贫困
1 [di'stribju:t, 'dis-] vt.分配；散布；分开；把…分类
1 [di'strʌst] n. 不信任 vt. 不信任
3 [dai'və:səti] n. 多样性；差异
2 [di'vaid] vt. 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 分开；意见分歧 n. [地理] 分水岭，分水线
1 [di'vain] adj.神圣的；非凡的；天赐的；极好的
vt. 占卜；预言；用占卜勘探 n. 牧师；神学家
1 [di'viʃən] n. 除法；部门；分割；师（军队）；
10 [di'vɔ:s] n. 离婚；分离 vi. 离婚
vt. 使离婚，使分离；与…离婚
2 ['dɔkjumənt, 'dɔkjument] vt. 用文件证明
n. 文件，公文；文档；证件
1 ['dɔkju'mentəri] n. 纪录片
adj.记录的；文件的；记实的
2 [dəu'mestik] n. 国货；佣人
adj. 国内的；家庭的；驯养的；一心只管家务的
3 ['dɔminənt] n. 显性
adj. 显性的；占优势的；支配的，统治的；
1 ['dɔmineit] vi. 占优势；处于支配地位
vt. 控制；支配；占优势；在…中占主要地位
4 [du:m] n. 厄运；死亡；判决；世界末日
vt. 注定；判决；使失败
1 [dɔt] n. 点，圆点；嫁妆 vi. 打上点
5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
vi. 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 使加倍
adv. 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1 ['daun'taun] n. 市中心区；[篮球]三分线以外
adv. 往闹市区；在市区 adj. 市中心的
1 ['dauntə:n] n. 衰退（经济方面）
；低迷时期
1 ['dʌzən] n. 十二个，一打 adj. 一打的
1 [dræɡ] vt. 拖累；拖拉；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vi. 拖曳；缓慢而吃力地行进 n. 拖；拖累
2 [drə'mætik,-kəl]
adj. 戏剧的；引人注目的；激动人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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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ə'mætikəli] adv. 戏剧地；引人注目地
[drɔ:] n. 平局；抽签
vt. 画；拉；吸引 vi. 拉；拖
1 [drɔ: ə] n. 抽屉；[会计] 开票人
1 [dres] n.连衣裙；女装 vt.给…穿衣 vi.穿衣
1 [drift] n. 漂流，漂移；趋势；漂流物
vi. 漂流，漂移；漂泊
11 [draiv] vi. 开车；猛击；飞跑
vt. 推动，发动（机器等）
；驾驶（马车，汽车
等）
；驱赶
n. 驱动器；驾车；[心理] 内驱力，推进力
1 [drɔp] n. 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vt. 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1 ['drɔpaut] n. 中途退学；辍学学生
1 ['draiə] n. 烘干机；干燥剂(来自动词 dry)
2 ['dju:əl] n. 双数；双数词 adj. 双的；双重的
1 [dju:, du:] n. 应付款；应得之物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1 [dʌm] adj. 哑的；不说话的，无声音的
1 [dʌsk] n. 黄昏，薄暮；幽暗，昏暗
adj. 微暗的 vt. 使变微暗 vi. 变微暗
1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 撒；拂去灰尘 vi. 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1 [dʌtʃ] adj. 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 荷兰人；荷兰语
5 ['dju:ti, 'du:-] n. 责任；[税收] 关税；职务
1 [dai] n. 染料；染色 vt. 染；把…染上颜色
3 ['i:ɡə] adj. 渴望的；热切的；热心的
7 [ə:n] vt. 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1 ['ə:nist] n. 认真；定金；诚挚
adj. 认真的，热心的；重要的
3 ['ə:niŋz] n. 收入（注意复数形式）
1 ['ə:θkweik] n. 地震；大动荡
3 [i:z] vt. 减轻，缓和；使安心
n. 轻松，舒适；安逸，悠闲（at ease：安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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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自在；舒适）
1 电子港湾；易趣（知名网上购物网站）
1 ['ekəu] n. 回音；效仿
vt. 反射；重复 vi. 随声附和；发出回声
1 “环境(的)”
，
“生态(的)”
，
“生态学(的)”
，
“生态学”
“及…的”
，
“自然(的)”
：ecosphere，ecology
28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2 ['i:kə'nɔmiks] n. 经济学；国家的经济状况
1 [i'kɔnəmist] n. 经济学者；节俭的人
19 [i'kɔnəmi] n. 经济；节约；理财
2 ['i:kəu，sistəm， 'ekəu-] n. 生态系统
2 [edʒ] n. 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 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2 ['edit] n. 编辑工作 vt. 编辑；校订
1 ['edju:keitid] adj. 受过教育的；有教养的
v. 训练；教导；培育（educate 的过去分词形式）
1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来自动词 educate）
5 ['edju:'keiʃənəl] adj. 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4 [i'fektiv] adj. 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
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 [ə'fektivnis] n. 效力
7 [i'fiʃənsi] n. 效率；效能；功效
6 [i'fiʃnt] adj. 有效率的；有能力的；生效
6 ['efət] n. 努力；成就
1 ['i:ɡəu, 'eɡəu] n. 自我；自负；自我意识
1 [i'læbərət, i'læbəreit] vt. 精心制作；详细阐述
adj. 精心制作的；详尽的；煞费苦心的
3 ['eldəli] adj.上了年纪的；过了中年的；稍老的
1 [i'lektiv] adj. 选修的；选举的；选任的
n. 选修课程（compulsory 必修课程）
1 [i'lekʃən] n. 选举；当选；选择权；上帝选拔
5 ['ilek'trɔnik] adj. 电子的（名词 electricity）
3 ['eliɡəns,-ɡənsi] n. 典雅；高雅
1 ['eliɡənt] adj. 高雅的，优雅的；讲究的
1 ['eliveit] vt.提升；举起；振奋情绪等；提升…的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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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dʒəbl] n. 合格者；适任者；有资格者
adj.合格的，合适的；符合条件的有资格当选的
1 [i'limineit] vt. 消除；排除
2 [ei'li:t, i'li:t] n. 精英；精华；中坚分子
3 ['els'hwεə] adv. 在别处；到别处
1 [im'bærəs] vt. 使局促不安；使困窘；阻碍
1 [im'bærəsmənt]
n. 窘迫，难堪；使人为难的人或事物；拮据
1 [i'mə:dʒəns] n. 出现，浮现；发生；露头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1 [i'mə:dʒənt] adj. 紧急的；浮现的；意外的；
1 ['emiɡreit] vi. 移居；移居外国 vt. 移民
1 ['eminəns] n. 显赫；卓越；高处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
发行（carbon emission 二氧化碳排放量）
1 [i'mit] vt. 发出，放射；发行；
（名词为 emission）
2 [i'məuʃənəl] adj. 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 ['emfəsis] n. 重点；强调；加强语气
3 ['emfəsaiz] vt. 强调，着重
1 [im'plɔi] 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11 ['emplɔi'i:, em'plɔii:] n. 雇员；从业员工
1 [im'plɔimənt] n. 使用；职业；雇用
1 ['emptinis] n. 空虚；无知（来自形容词 empty）
2 [i'neibl] vt.使能够，使成为可能；授予权利或方法
1 [in'kləuz] vt. 围绕；装入；放入封套
1 [in'kauntə] n. 遭遇，偶然碰见
vt. 遭遇，邂逅；遇到 vi. 遭遇；偶然相遇
3 [in'kʌridʒ] vt. 鼓励，怂恿；激励；支持
1 [in'kʌridʒmənt] n. 鼓励
1 [in'deindʒə] vt. 危及；使遭到危险
1 [in'djuərəns] n. 忍耐力；忍耐；持久；耐久
1 [in'djuə] vt. 忍耐；容忍 vi. 忍耐；持续
1 ['enə'dʒetik] adj. 精力充沛的；积极的；有力的
（来自 energy）
1 [in'ɡeidʒ] vt. 吸引，占用；使参加；雇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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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订婚；预定
[in'ɡeidʒmənt] n. 婚约；约会；交战；诺言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in'hɑ:ns, -hæns] vt. 提高；加强；增加
[in'lɑ:dʒ] vi. 扩大；放大；详述
vt. 扩大；使增大；扩展
adj. 庞大的，巨大的；凶暴的，极恶的
vt. 登记；使加入；把...记入名册；使入伍
vi. 参加；登记；注册；记入名册
vt. 保证，确保；使安全
vt. 必需，使承担；
n. 企业；事业；进取心；事业心
n. 企业家；承包人；主办者
n. 娱乐；消遣；款待
n. 热心，热忱，热情
adv. 完全地，彻底地
vt. 称做…；定名为…；给…称号；使…有权利
n. 入口；进入 vt. 使出神，使入迷
[in'vaiərənmənt] n. 环境，外界
[in'vaiərən'mentəl]
adj. 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in,vaiərən'mentəlist]
n. 环保人士；环境论者；研究环境问题的专家
[en,vairən'mentli] adv. 有关环境方面
[in'viʒən] vt. 想象；预想
['epi'demik] adj. 流行的；传染性的
n. 传染病；流行病；风尚等的流行
['episəud] n.插曲；一段情节；插话；有趣的事件
['i:kwəl] n. 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i'kwipmənt] n. 设备，装备；器材
[i'kwivələnsi] n. 等价；相等（等于 equivalence）
[i'kwivələnt] n. 等价物，相等物
adj. 等价的，相等的；同意义的
['iərə, 'εərə] n. 时代；年代；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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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ʌpt] vi. 爆发；喷出；发疹；长牙
[i'skeip] n. 逃跑；逃亡
vt.逃避，避免；被忘掉 vi.逃脱；避开；溜走
3 [i'speʃəli] adv. 特别；尤其；格外
7 ['esei, e'sei] n. 散文；试图；随笔
2 ['esəns] n. 本质，实质；精华；香精
5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 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1 [i'stæbliʃ] vt. 建立；创办；安置
1 [i'steit] n.房地产；财产；身份（real estate 房地产）
1 ['estimeit] vi. 估计，估价
n. 估计，估价；判断，看法（estimation）
1 ['eθik] n. 伦理；道德规范
adj. 伦理的；道德的（等于 ethical）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注意与 ethic 区别）
8 ['juərəu] n. 欧元（欧盟的统一货币单位）
1 ['juərəu,bɔnd] n. 欧洲债券
14 ['juərə'pi:ən] n. 欧洲人 adj. 欧洲的；欧洲人的
1 [i'veid] vt. 逃避；规避；逃脱
vi. 逃避；规避；逃脱
1 [i'væljueit] vt.评价；估价；求…的值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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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n. 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4 adv. 最后，终于
3 n. 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 证明
1 vt. 引起，唤起；博得
1 vt. 超过；胜过 vi. 超过其他
2 vt. 优于，胜过；擅长 vi. 优秀；胜过他人
7 vt. 不计；把…除外 vi. 反对
prep. 除…之外 conj. 除了；要不是
1 n. 例外；异议
1 adv. 异常地；特殊地；例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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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ssive
exchange

4 adj. 过多的，极度的；过分的
13 n. 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 交换；交易；兑换 vi. 交换；交易；兑换
1 adj. 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 激动；唤起（excite 的过去分词）
2 n. 兴奋；刺激；令人兴奋的事物
2 vt. 排除；排斥；拒绝接纳；逐出
3 n. 借口；理由 vt. 原谅；为…申辩；给…免去
vi. 作为借口；请求宽恕；表示宽恕
6 [iɡ'zekjutiv]
n. 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adj. 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1 [iɡ'zempt] n. 免税者；被免除义务者
adj. 被免除的；被豁免的 vt. 免除；豁免
3 [iɡ'zə:t] vt. 运用，发挥；施以影响
1 [iɡ'zɔ:st] n. 排气；废气；排气装置 vi. 排气
vt. 排出；耗尽；使精疲力尽；彻底探讨
1 [iɡ'zibit] n. 展览品；证据；展示会
vt. 展览；显示；提出（证据等）
vi. 展出；开展览会
1 [iɡ'zist] vi. 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 [iɡ'zistəns] n. 存在，实在；生存，生活
存在物，实在物
2 ['eksit, 'eɡzit] n.出口，通道；退场 vi.退出；离去
2 [ik'spænd] vt. 扩张；使膨胀；详述
vi. 发展；张开，展开
5 [ik'spænʃən] n. 膨胀；阐述；扩张物
10 [ik'spekt] vt. 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 期待；预期
1 [ik'spektəbl] adj. 能预期的；意料中的
5 ['ekspek'teiʃən] n. 期待；预期；指望
1 [ik'spel] vt. 驱逐；开除
2 [ik'spend] vt. 花费；消耗；用光；耗尽
1 [ik'spensiv] adj. 昂贵的；花钱的
3 [ik'spiəriənst] adj. 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excited
excitement
exclude
excuse
executive

exempt
exert
exhaust
exhibit

exist
existence
exit
expand
expansion
expect
expectable
expectation
expel
expend
expensive
experie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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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k'speriment, ek's-] vi. 尝试；进行实验
n. 实验，试验；尝试
21 ['ekspə:t, ek'spə:t] n. 专家；行家；能手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1 ['ekspə:'ti:z] n.专门知识；专门技术；专家的意见
3 [ik'splɔ:] vt. 探索；探测；探险
vi. 探索；探测；探险
2 [ik'spləuən] n. 爆炸；爆发；激增
1 [ik'spɔ:t, 'eks-, 'ekspɔ:t] vi. 输出物资 vt. 输出
n. 输出，出口；出口商品（进口：import）
1 [i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vt. 表达；快递 adj. 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1 [ik'spreʃən] n.表达，表示；表情；表现力，措辞
1 [ik'stend] vt. 延伸；扩大；推广；伸出；给予；
使竭尽全力；对…估价
vi. 延伸；扩大；伸展；使疏开
2 [ik'stensiv] adj. 广泛的；大量的；广阔的
1 [ik'stent] n. 程度；范围；长度
2 [ik'stə:nəl] adj. 外部的；表面的；[药] 外用的；
外国的；外面的 n. 外部；外观；外面
1 [ik'stiŋkt] adj. 灭绝的，绝种的；熄灭的
vt. 使熄灭
2 ['ekstrə] adv. 特别地，非常；另外
n. 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 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 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 ['aibrau] n. 眉毛 v. 为…描眉；用皱眉蹙额迫使
1 ['fæbrik] n. 织物；布；组织；构造；建筑物
1 ['fæbjuləs] adj.难以置信的；传说的，寓言中
的；极好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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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ə'siliteit] vt. 促进；帮助；使容易
1 [fə'siliti] n. 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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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ækʃən] n. 派别；内讧；小集团；纪实小说
['fæktə] n. 因素；要素；[物] 因数；代理人
vt. 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vi. 做代理商
3 [feid, fad] vt.使褪色 vi.褪色；凋谢；逐渐消失
n. [电影][电视] 淡出；[电影][电视] 淡入
adj. 平淡的；乏味的
10 [feil] vi. 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 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 不及格
4 ['feiljə] n. 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4 ['fεəli] adv. 相当地；公平地；简直
5 [feiθ] n. 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1 ['feiθfəlnis] n. 忠诚；诚实；正确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4 [fə'miljəl] adj. 家族的；家庭的；遗传的
2 ['fænsi] n. 幻想；想像力；爱好
adj. 想象的；奇特的；昂贵的；精选的
vt. 想象；喜爱；设想；自负 vi. 幻想；想象
4 ['fæʃən] n. 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 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2 ['fæʃənəbl] adj. 流行的；时髦的；上流社会的
2 ['fæti] n. 胖子
adj. 脂肪的；肥胖的；多脂肪的；脂肪过多的
1 ['fɔ:lti] adj. 有错误的；有缺点的
4 ['feivə] n. 喜爱；欢心；好感
vt. 赞成；喜欢；像；赐予；证实
1 ['feivərəbl] adj. 有利的；良好的；赞成的，
赞许的；讨人喜欢的
1 ['feivərit] adj. 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 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9 [fiə] n. 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 害怕；敬畏；为…担心
3 ['fi:zəbl] adj. 可行的；可能的；可实行的
3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vi.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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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ərəl] adj. 联邦的；同盟的
['fedəreiʃən] n. 联合；联邦；联盟；联邦政府
[fi:] n. 费用；酬金；小费 vt. 付费给……
[fi:d] n. 饲料；饲养；
（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vt. 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
；
1 ['feləu] n. 家伙；朋友；同事；会员
9 ['fi:meil] n. 女人；[动] 雌性动物
adj. 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1 ['fə:tail] adj. 富饶的，肥沃的；能生育的
n. 肥沃，多产(动词为 fertilize，使肥沃；另一
名词形式为 fertility)
1 [fetʃ] vt. 取来；接来；到达；吸引
vi. 拿；取物；卖得 n. 取得
1 ['faibə] n. 纤维；光纤（等于 fibre）
4 ['fi:ld] n. 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5 ['fiɡə] vt. 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
（人的）体形；画像
vi. 计算；出现；扮演角色（figure out，解决；
算出；想出）
3 [fil] vt. 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 被充满，膨胀 n. 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5 [fai'næns] n. 财政，财政学；金融
vt. 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 筹措资金
17 [fai'nænʃəl] adj. 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7 ['faindiŋ] n. 发现；裁决；发现物
2 ['fiŋɡəprint] n. 指纹；手印 vt. 采指纹
26 ['fə:m] n. 公司；商号 adv. 稳固地
adj. 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 使坚定；使牢固 vi. 变坚实；变稳固
2 [fiskəl] adj. 会计的，财政的；国库的
1 ['fit] n. 合身；发作；痉挛
adj. 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 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1 ['fitnis] n. 健康；适当；适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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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ks] n. 困境；方位；贿赂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1 [flæʃ] vt. 使闪光；反射 vi. 闪光，闪现，反射
n. 闪光，闪现；一瞬间 adj. 闪光的，火速的
4 [flæt] adj. 平坦的；扁平的；浅的；单调的
adv. 平直地；断然地 n. 平地；平面；公寓
1 [flɔ:] n. 瑕疵，裂纹；缺点；一阵狂风
vt. 使无效；使破裂，使有缺陷
1 [fledʒ] vi. 长羽毛 vt. 装上羽毛
1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1 [fli:t] vi. 飞逝；疾驰；掠过 vt. 消磨
n. 舰队；港湾；小河 adj. 快速的，敏捷的
1 ['fleksibl] adj. 灵活的；柔韧的；易弯曲的
17 [flait] n. 飞行；班机；逃走
1 [flip] adj. 无礼的；轻率的 n. 弹；筋斗
vt. 掷；轻击 vi. 用指轻弹；蹦跳
1 [fləut] vt. 使漂浮；实行
vi. 浮动；飘动，散播；摇摆；付诸实施
n. 彩车，花车；漂流物；浮舟；浮萍
5 [flʌd] vt. 淹没；充满；溢出
vi. 涌出；涌进；为水淹没
n. 洪水；泛滥；一大批
6 [fləu] vi. 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 淹没，溢过 n. 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7 [flu:] n. 流感
1 ['flʌktjuənt] adj. 变动的；波动的；起伏的
2 ['flʌktju'eiʃən] n. 起伏，波动
4 [flʌŋk] vi. 失败；放弃；考试不及格
vt. 使…不及格 n. 不及格；失败
1 [fəum] n. 泡沫；水沫；灭火泡沫
vi. 起泡沫；吐白沫；起着泡沫流动
vt. 使起泡沫；使成泡沫状物
9 ['fəukəs] n. 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 使集中；使聚焦 vi. 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1 [fəuld] vt. 折叠；合拢；抱住；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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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折痕；信徒；羊栏 vi. 折叠起来；彻底失败
7 ['fɔləu] n. 跟随；追随 vi. 跟随；接着
vt. 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
31 ['fɔləuiŋ] n. 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adj. 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v. 跟随；沿行（follow 的 ing 形式）
13 [fɔ:s] n. 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 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3 ['fɔ:kɑ:st] n. 预测，预报；预想
vt. 预报，预测；预示 vi. 进行预报，作预测
6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2 ['fɔ:məust] adj. 最重要的；最先的
adv. 首先；居于首位地
1 [fɔ:'si:] vt. 预见；预知
1 ['fɔ:si:əbl] adj. 可预知的；能预测的
8 ['fɔ:sait] n. 先见，远见；预见；深谋远虑
6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 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2 ['fɔ:məl] n. 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adj. 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11 [fɔ:'meiʃən] n. 形成；构造；编队
2 ['fɔ:mə] n. 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adj. 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1 ['fɔ:məli] adv. 以前；原来
1 ['fɔ:θ'rait] n. 直路 adj. 直率的；直截了当的
adv. 直率地；马上；立即
1 ['fɔ:tʃənit] adj. 幸运的；侥幸的；吉祥的；
2 ['fɔ:tʃən, -tʃu:n] n. 财富；命运；运气
vt. 给予财富 vi. 偶然发生
1 [faund] vt. 创立，建立；创办
v. 找到（find 的过去分词）
3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 [fræŋk] adj. 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1 ['fri:dəm] n. 自由，自主；直率
1 [fri:z] n. 冻结；凝固 vi. 冻结；冷冻；僵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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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使…冻住；使…结冰
6 ['fri:kwəntli] adv.频繁地，经常地；时常，屡次
（形容词/动词为 frequent）
1 [freʃ] n. 开始；新生；泛滥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adv. 刚刚，才；最新地
1 ['freʃənə] n. 清凉剂；化妆水；新手
1 ['frikʃən] n. 摩擦，[力] 摩擦力
2 ['frendli] adv. 友善地；温和地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1 ['fru:tlis] adj. 不成功的，徒劳的；不结果实的
10 ['fjuəl] n. 燃料；刺激因素
vi. 得到燃料 vt. 供以燃料，加燃料
2 [ful'fil] vt.履行；
实现；
满足；
使结束
（等于 fulfil）
4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13 [fʌnd] n. 基金；资金；存款 vt. 投资；资助
1 ['fʌndə'mentəl] n. 基本原理；基本原则
adj. 基本的，根本的
2 ['fʌni] adj.有趣的；滑稽的；奇异的 n.滑稽人物
1 [fʌs] vi.小题大作；忙乱；焦燥；焦急，无事自扰
n. 大惊小怪，大惊小怪的人；小题大作；忙乱
vt. 使烦恼，使烦忧
1 ['fju:tʃərist] n. 未来主义者；未来派画家
adj. 未来主义的
7 [ɡein] n. 增加；利润；收获
vt. 获得；增加；赚到 vi. 增加；获利
1 ['ɡæləri] n. 画廊；走廊；旁听席；地道
2 ['ɡæmbl] vi. 赌博；孤注一掷；投机；打赌
vt. 赌博；孤注一掷；冒险假设
6 [ɡæp] n.间隙；缺口；空白(generation gap 代沟)
vt. 使成缺口 vi. 裂开
1 ['ɡɑ:mənt] n. 衣服，服装；外表，外观
1 ['ɡæðəriŋ] n. 聚集；集会；收款
v. 聚集（gather 的 ing 形式）
1 [ɡeiz] n.凝视；注视 vi.凝视；注视(后跟介词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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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ɡiə] n. 齿轮；装置，工具；传动装置
vt.开动；搭上齿轮；使……适合；使……准备好
vi.适合；搭上齿轮；开始工作 adj. 好极了
2 ['dʒendə] n. 性；性别
5 ['dʒenərəl] n. 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adj. 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3 ['dʒenəreit] vt. 使形成；发生；生殖
4 ['dʒenə'reiʃən] n. 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2 ['dʒenərəs] adj. 慷慨的，大方的；宽宏大量的；
1 [dʒi'netik] adj. 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1 [dʒi'ni:və] n. 日内瓦（瑞士西南部城市）
1 ['dʒi:njəs] n. 天才，天赋；精神
1 ['dʒenjuin] adj. 真实的，真正的；诚恳的
1 ['dʒestʃə] n. 姿态；手势 vt. 用动作表示
vi. 作手势；用动作示意
3 ['dʒai'ɡæntik] adj. 巨大的，庞大的
1 ['glædli] adv. 乐意地；高兴地；欢喜地
1 [ɡlɑ:ns,ɡlæns] vt. 扫视；瞥见；擦过
n. 一瞥；一滑；闪光 (at a glance of…)
vi. 扫视，匆匆一看；反光；瞥闪，瞥见(常与 at,
down, over, round, through 连用)：
1 [ɡlεə] n. 刺眼；耀眼的光；受公众注目
vi. 瞪眼表示(后跟介词 at) vt. 瞪视；发眩光
27 ['ɡləubəl] adj. 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2 ['ɡləubəlai'zeiʃən] n. 全球化
1 [ɡləub] n. 地球；地球仪；球体
3 [ɡəul] n. 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 攻门，射门得分
3 ['ɡ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10 [ɡudz] n. 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 ['ɡʌvən] vt. 管理；支配；统治；控制
vi. 居支配地位；进行统治
34 ['ɡʌvənmənt] n. 政府；政体；管辖
1 [ɡaun] n. 长袍，长外衣；礼服；睡袍；法衣
vt. 使穿睡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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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ɡreid] n. 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 评分；把…分等级 vi. 分等级；逐渐变化
2 ['grædjuəli] adv. 逐步地；渐渐地
7 ['ɡrædʒuət] n. 研究生；毕业生 vi. 毕业；渐变
vt. 授予…学位；分等级；标上刻度
1 [ɡrein] n. 粮食；颗粒；[作物] 谷物；纹理
1 ['ɡræmə] n. 语法；语法书
1 [ɡrɑ:nt, ɡrænt] vt. 授予；允许；承认
vi. 同意 n. 拨款；授予物
1 [ɡræfik] adj. 形象的；图表的；绘画似的
1 ['ɡrætitju:d] n. 感谢的心情
1 [ɡreiv] adj. 重大的；严肃的；黯淡的
n. 墓穴，坟墓；死亡 vt. 雕刻；铭记
2 ['ɡreivjɑ:d] n. 墓地
1 ['ɡræviti] n. 重力，地心引力；严重性；庄严
1 [grei] n. 灰色；暗淡的光线
adj.灰色的；苍白的；灰白头发的；阴郁的
vi. 成为灰色或灰白 vt. 使成灰色或灰白
1 [ɡri:d] n. 贪婪，贪心（形容词为 greedy）
2 ['ɡri:nhaus] n. 温室
1 [ɡraind] vt. 磨碎；磨快 vi. 磨碎；折磨
1 ['ɡrəusə] n. 杂货店；食品商
1 [ɡrəus] n. 总额，总数 vt. 总共收入
adj.总共的；粗野的；恶劣的；显而易见的
14 [ɡrəuθ] n. 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 ['ɡærən'ti:] vt. 保证；担保
n.保证；担保；保证人；保证书；抵押品
1 [ɡɑ:d] n. 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 警惕 vt. 保卫；监视
1 [ɡaid] n. 指南；向导；入门书 vi. 担任向导
vt. 引导；带领；操纵
1 ['ɡaidlain] n. 指导方针
3 [ɡʌm] n. 口香糖；树胶；橡皮
vt. 用胶粘，涂以树胶；使…有粘性
1 ['ɡʌnʃɔt] n. 射击；射程；炮击
第 41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gym
habitual
halt
handbook
handle
handsome
hang

harmonize
havoc
hazard
heading
heal
healthiness
healthy
heaven
heavily
height
heighten
helicopter
helmet
helpless
hence

021-51086775

61508004

www.zhongkaiedu.com

adj. 射击的；枪炮射击所致的
1 [dʒim] n. 健身房；体育；体育馆
1 [hə'bitjuəl] adj. 习惯的；惯常的；习以为常的
3 [hɔ:lt] n. 停止；立定；休息
vi.停止；立定；踌躇，犹豫 vt.使停止；使立定
1 ['hændbuk] n. 手册；指南
3 ['hændl] n. [建] 把手；柄；手感；口实
vt. 处理；操作；运用；买卖；触摸
1 ['hænsəm] adj.（男子）英俊的；可观的；大方
的，慷慨的；健美而端庄的
1 ['hæŋ] n. 悬挂；暂停，中止
vt.悬挂，垂下；装饰；绞死；使悬而未决
vi. 悬着，垂下；被绞死；悬而不决
1 ['hɑ:mənaiz] vt. 使和谐；使一致；以和声唱
vi. 协调；和谐；以和声唱
2 ['hævək] n. 大破坏；浩劫；蹂躏
vt. 严重破坏 vi. 损毁
1 ['hæzəd] n. 危险，冒险；冒险的事
vt. 赌运气；冒…的危险，使遭受危险
3 ['hediŋ] n. 标题；
（足球）头球；信头
v. 用头顶（head 的 ing 形式）
1 [hi:l] vt. 治愈，痊愈；和解 vi. 痊愈
2 ['helθinis] n. 健康；健全
11 ['helθi] adj. 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wholesome）
1 ['hevən] n. 天堂；天空；极乐
3 ['hevili] adv. 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1 [hait] n. 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 ['haitən] vt. 提高；增高；加强；使更显著
vi. 升高；变强
1 ['helikɔptə] n. [航] 直升飞机
vi. [航] 乘直升飞机 vt. 由直升机运送
2 ['helmit] n. 钢盔，头盔
2 ['helplis] adj. 无助的；无能的；没用的
1 [hens] adv. 因此；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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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ə:b, ə:b] n. 香草，药草
[haid] vt. 隐藏；隐瞒；鞭打 vi. 隐藏
n. 躲藏；兽皮；躲藏处 [过去式 hid 过去分
词 hidden 或 hid 现在分词 hiding ]
1 ['haiə,rɑ:ki] n. 层级；等级制度
1 ['hailait] vt. 突出；强调；使显著；加亮
n. 最精彩的部分；最重要的事情；加亮区
1 [haiə] n. 雇用，租用；租金，工钱
vt. 雇用；出租 vi. 雇用，租用；受雇
1 [his'tɔrik] adj. 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2 [his'tɔrikəl] adj. 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6 ['hɔbi] n. 嗜好；业余爱好
10 [həuld] n. 控制；保留 vi. 支持；有效；持续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1 ['hɔləu] n.洞；山谷；窟窿 adv.彻底地；无用地
adj.空的；中空的，空腹的；凹的；虚伪的
vt. 使成为空洞 vi. 形成空洞
1 ['həum,kʌmiŋ] n. 归国；同学会；省亲回家
1 ['həum'grəun] adj. 国产的；自家种植的
1 [hɔ'mɔdʒənaiz] vt. 使均匀；使类同
vi. 变均匀（形容词为 homogeneous）
4 ['ɔnisti] n. 诚实，正直
1 ['həupful] n. 有希望成功的人
adj. 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1 ['həuplis] adj. 绝望的；不可救药的
1 ['hɔspitəlai'zeiʃən,-li'zei-] n. 住院治疗；
7 [həust] n. [计算机] 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 主持；当主人招待 vi. 群集；做主人
6 ['haushəuld] adj. 家庭的 n. 家庭；一家人
1 ['hɔvə, 'hʌ-] n. 徘徊；盘旋；犹豫
vi. 盘旋，翱翔；徘徊 vt. 孵；徘徊在…近旁
1 [hʌm] n. 嗡嗡声；哼声；杂声 int. 哼；嗯
vi. 发低哼声 vt. 用哼声表示
1 ['haibrid] n. 杂种，混血儿；混合物
adj. 混合的；杂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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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drədʒən] n. 氢
['haidʒi:n] n. 卫生；卫生学；保健法
['haipəin'fleiʃən] n. 恶性通货膨胀
[hi'pɔkrisi] n. 虚伪；伪善
['hipə'kritikl] adj. 虚伪的；伪善的
['aislənd]
n. 冰岛（欧洲岛名，在大西洋北部，近北极圈）
1 [ai'diəl] n. 理想；典范
adj. 理想的；完美的；想象的；不切实际的
1 [ai,diə'listik，-kəl] adj. 理想主义的；唯心论的；
唯心主义者的；空想家的
1 [ai'dentikəl] n. 完全相同的事物
adj. 同一的；完全相同的
4 [ai'dentifai] vi. 确定；认同；一致
vt. 确定；识别；使参与；把…看成一样
1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1 ['aidl] adj. 闲置的；懒惰的；停顿的
vi. 无所事事；虚度；空转 vt. 虚度；使空转
2 ['iɡnərənt] adj. 无知的；愚昧的
1 [iɡ'nɔ:] vt. 驳回诉讼；忽视；不理睬
1 [i'litərət] n. 文盲
adj. 文盲的；不识字的；没受教育的
1 [i'lju:mineit] vt. 阐明，说明；照亮；使灿烂；
用灯装饰 vi. 照亮
3 ['iləstreit] vt. 阐明，举例说明；图解 vi. 举例
1 [i'mædʒi'neiʃən] n.[心理]想象力，空想，幻想物
1 [i'mædʒinətiv] adj. 虚构的，富于想像的
2 [i'mædʒin] vt. 想像；猜想；臆断
vi. 想像；猜想；想像起来
2 abb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联合国)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 [亦作 I.M.F.]
1 [i'mi:diət] adj. 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 [i'mə:s] vt. 沉浸；使陷入
2 [i'mju:n] n. 免疫者；免除者
adj. 免疫的；免于……的，免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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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ækt, im'pækt]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影响；撞击；冲突；压紧 vi.冲击；产生影响
1 [im'pɑ:t]
vt.给予（尤指抽象事物）
，传授；告知，透露
1 [im'peiʃənt] adj. 焦躁的；不耐心的
1 [im'piəriəl] n. 纸张尺寸；特等品
adj. 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3 ['impli'keiʃən] n. 含义；暗示；牵连，卷入
6 [im'plai] vt. 意味；暗示；隐含
3 [im'pɔ:t, 'impɔ:t] vt. 输入，进口；含…的意思
n. 进口，进口货；输入；意思，含义；重要性
9 im'pɔ:təns] n. 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9 [im'pɔ:tənt] adj. 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
1 [im'pɔ:tə] n. 进口商；输入者
5 [im'pəuz] vi. 利用；欺骗；施加影响
vt. 强加；征税；以…欺骗
1 [im'præktikəl] adj. 不切实际的，不现实的；
2 [im'pres, 'impres] n. 印象，印记；特征，痕迹
vt. 盖印；强征；传送；给予某人深刻印象
3 [im'preʃən] n.印象；效果，影响；压痕，印记；感想
1 [im'preʃənist] n. 印象主义者；印象派作家
1 [im'prizənmənt] n. 监禁，关押；坐牢；下狱
1 [im'pru:vmənt] n. 改进，改善
1 [in'ædikwəsi] n.不适当，不充分；不完全；不十分
1 n. 动机；刺激 adj. 激励的；刺激的
2 ['insi'dentəli] adv. 顺便；偶然地；附带地
2 [in'klaind] v. 使…倾向（incline 的过去分词）
adj. 趋向于…的（后跟介词 to, be inclined to）
12 [in'klu:d] vt. 包含，包括
6 [in'klu:diŋ] prep. 包含，包括
1 [in'kɔmpitənt] adj. 无能力的，不胜任的；
不合适的；不适当的；无力的 n. 无能力者
1 ['inkən'si:vəbl] adj. 不可思议的；难以置信的；
不能想象的；非凡的
1 ['inkən'sistənsi,-təns] n. 不一致；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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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ingly
incredible
indeed

12 [in'kri:siŋli] adv. 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 [in'kredəbl] adj. 难以置信的，惊人的
4 [in'di:d] adv. 的确；实在；真正地；甚至
int. 真的（表示惊讶、怀疑、讽刺等）
1 ['indi'pendəns] n. 独立性，自立性；自主
3 ['indi'pendənt] n. 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adj. 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4 ['indeks] n. 指标；指数；索引；指针
vt. 指出；编入索引中 vi. 做索引
1 ['indikeit] vt. 表明；指出；预示；象征
3 [in'difərəns] n.漠不关心；冷淡；不重视；中立
5 [in'difərənt] adj. 漠不关心的；无关紧要的；中
性的，中立的
1 [in'didʒinəs] adj.本土的；土著的；国产的，固有的
1 ['indis'pensəbl] n.不可缺少之物；必不可少的人
adj. 不可缺少的；绝对必要的；责无旁贷的
4 ['indi'sɔljubl] adj. 不能分解的；不能溶解的；
坚固的；牢固持久的
4 ['indi'vidjuəl, -dʒəl] n. 个人，个体
1 [in'dju:smənt] n. 诱因，刺激物
1 [in'dʌldʒ] vt. 满足；纵容；使高兴，使沉迷于…
4 [in'dʌstriəl] n. 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adj. 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
1 [in'dʌtriəlaiz] vt. 使工业化 vi. 实现工业化
1 ['ini'fiʃənsi] n. 效率低；无效率；无能
[复数 inefficiencies ]
2 ['ini'fiʃənt] adj. 无效率的，效率低的；无能的
1 ['ini'kwɔləti] n. 不平等；不同；不平均
1 ['ini'skeipəbl] adj. 不可避免的；逃脱不了的
1 [in'evitəbl] adj. 必然的，不可避免的
1 n. 缺乏经验；无经验；不熟练
1 ['infənt] n. 婴儿；幼儿；未成年人
1 [in'fekt] vt. 感染，传染
8 [in'fə:] vt. 推断；推论 vi. 推断；作出推论
1 ['infərəns] n. 推理；推论；推断

independence
independent
index
indicate
indifference
indifferent
indigenous
indispensable
indissoluble
individual
inducement
indulge
industrial
industrialize
inefficiency
inefficient
inequality
inescapable
inevitable
inexperience
infant
infect
infer
i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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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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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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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tial
inform
informative

1
2
1

infrastructure
inhabit

2
2

inhale
inherit
inhibited
initial

1
1
1
1

initiate

1

initiative

2

inject
injure
inner
innovation
innovative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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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insight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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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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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all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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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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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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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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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inəti] n. 无穷；无限大；无限距（来自 finite，
有限的；infinite，无限的）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 影响；改变
['influ'enʃəl] adj. 有影响的；有势力的
[in'fɔ:m] vt.通知；告诉；报告 vi.告发，告密
[in'fɔ:mətiv] adj. 教育性的，有益的；情报的；
见闻广博的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in'hæbit] vt. 栖息；居住于；占据
vi. （古）居住；栖息
[in'heil] vt. 吸入；猛吃猛喝 vi. 吸气
[in'herit] vt. 继承；遗传而得 vi. 成为继承人
[in'hibitid] adj. 抑制的；禁止的；羞怯的
[i'niʃəl] n. 词首大写字母 adj. 最初的；字首的
vt. 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i'niʃieit,i'niʃiət,-eit] adj.新加入的；接受初步知识
vt. 开始，创始；发起；使初步了解
n. 开始；新加入者，接受初步知识者
[i'niʃiətiv, -ʃətiv] n. 主动权；首创精神
adj. 主动的；自发的；起始的
[in'dʒekt] vt. 注入；注射
['indʒə] vt. 伤害，损害
['inə] n. 内部 adj. 内部的；内心的；精神的
['inəu'veiʃən] n. 创新，革新；新方法
['inəuveitiv] adj. 革新的，创新的
[in'kwaiəri] n. 探究；调查；质询
['insi'kjuərəti] n. 不安全；不牢靠；无把握；
['insait] n. 洞察力；洞悉
['in,saitful] adj. 有深刻见解的，富有洞察力的
[in'sist] vt. 坚持，强调 vi. 坚持，强调
[in'spekʃən] n. 视察，检查
['inspə'reiʃən] n. 灵感；鼓舞；吸气；妙计
['instə'biləti] n.不稳定（性）
；基础薄弱；不安定
[in'stɔ:l] vt. 安装；任命；安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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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n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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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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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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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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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integrity
intellectual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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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8

intelligent
intend
intense
intensity
inten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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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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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ntional
inter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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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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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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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3
1
3
2
7

intervene
intervention

1
1

61508004

www.zhongkaiedu.com

['instəns] n. 实例；情况；建议 vt. 举...为例
['instiŋkt] n.本能，直觉；天性 adj.充满着的
['insti'tju:ʃən] n. 制度；建立；
（社会或宗教等）
公共机构；习俗
[in'strʌktə] n. 指导书；教员；指导者
[in'sʌlt] n. 侮辱；凌 vt. 侮辱；辱骂；损害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in'ʃuə] vt.确保，保证；给…保险 vi.确保，投保
['intiɡreit] n. 一体化；集成体
adj. 整合的；完全的
vt. 使…完整；使…成整体；求…的 积分；表
示…的总和 vi. 求积分；取消隔离；成为一体
['inti'ɡreiʃən] n. 集成；综合
[in'teɡrəti] n. 完整；正直；诚实；廉正
['intə'lektjuəl,-tʃuəl] n.知识分子；凭理智做事者
adj.智力的；聪明的；理智的
[in'telidʒəns]
n. 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
[in'telidʒent] adj.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
[in'tend] vt. 打算；想要；意指 vi. 有打算
[in'tens] adj. 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in'tensəti] n. 强度；强烈；[电子] 亮度；紧张
[in'tensiv] n. 加强器
adj. 加强的；集中的；透彻的；加强语气的
[in'tenʃənəl] adj. 故意的；蓄意的；策划的
['intərækt] vi. 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t. 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 幕间剧；幕间休息
['intər'ækʃən] n. 相互作用；[数] 交互作用
['intəkə'nekt] vt. 使互相连接 vi. 互相联系
['intə'fiərəns] n. 干扰，冲突；干涉
[in'tə:nəl] adj. 内部的；内在的；国内的
['intə'næʃənəl] n. 国际比赛；国际性组织
adj. 国际的；世界的
['intə'vi:n] vi. 干涉；调停；插入
['intə'venʃən] n. 介入；调停；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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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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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imate

1

introduce
introduction
invention
inventory
inv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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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1

investigate
investment
invisible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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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itation
inv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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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iron
ironically
ir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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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regula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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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əvju:] n. 接见，采访；面试，面谈
vt.采访；接见；对…进行面谈；对某人进行面试
['intimət] n.知己；至交 vt.暗示；通知；宣布
adj. 亲密的；私人的；精通的；有性关系的
['intrə'dju:s] vt. 介绍；引进；提出；采用
['intrə'dʌkʃən] n.介绍；引进；采用；入门，传入
[in'venʃən] n. 发明；发明物；虚构，发明才能
['invəntəri, -tɔ:ri] n.存货，存货清单；详细目录；
[in'və:t, 'invə:t] n.颠倒的事物；倒置物；倒悬者
vt. 使…转化；使…颠倒；使…反转；使…前后
倒置 adj. 转化的
[in'vest] vt. 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 投资，入股；花钱买
[in'vestiɡeit] v. 调查；研究
[in'vestmənt] n. 投资；投入；封锁
[in'vizəbl] adj. 无形的，看不见的；无形的；
不显眼的，暗藏的
['invi'teiʃən] n. 邀请；引诱
[in'vɔlv] vt. 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abbr.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国际海洋学委员会
（International Oceanographic Commission）
['aiəniŋ] n. 熨烫；熨衣服；熨平衣服
[ai'rɔnikli] adv. 讽刺地；说反话地
['aiərəni] n. 讽刺；反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
adj. 铁的；似铁的
[i'reɡjulə] n. 不规则物；不合规格的产品
adj.不规则的；无规律的；非正规的；不合法的
['iri'spɔnsəbl] adj. 不负责任的；不可靠的
['iri'teiʃən] n. 刺激；刺激物；激怒；兴奋
['aisəleit, -lit] n. [生物] 隔离种群
adj. 隔离的；孤立的 vi. 隔离；孤立
vt. 使隔离；使孤立；使绝缘
['aisə'leiʃən] n.隔离；孤立；[电]绝缘；
['iʃju:, 'isju:] n. 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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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 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 ['aitəm] n. 条款，项目；一则
4 ['dʒeləsi] n. 嫉妒；猜忌（形容词为 jealous）
1 ['dʒeli] n.果冻；胶状物 vi.成胶状 vt.使结冻
9 [dʒʌdʒ] n.法官；裁判员 vi. 审判；判决
vt. 判断；审判（注意以判断为意义时，名词为
judgement）
1 ['dʒʌdʒmənt] n. 判断；裁判；判决书，辨别力
1 ['dʒu:njə] adj. 年少的；后进的；下级的
n.年少者，晚辈；地位较低者；大学三年级学生
1 ['dʒuərə] n. 审查委员，陪审员
27 ['dʒuəri] n. 陪审团；评判委员会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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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dʒʌstifaiəbli] adv. 无可非议地；言之有理地
2 ['dʒʌstifai] vi. 证明合法；整理版面
vt. 证明…是正当的；替…辩护
3 [ki:n] adj. 敏锐的，敏捷的；渴望的；强烈的；
热心的；锐利的(常与 about， for， on 连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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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kidnæp] vt. 绑架；诱拐；拐骗
1 ['kilə]
n. 杀手；致死；止痛药；宰杀的器具；断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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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i:l] vi. 跪下，跪
1 [nɔt] n.（绳等的）结，节瘤；vt. 打结
1 ['leibl] n.标签；商标；签条 vt.标注；贴标签于
4 ['leibə] n. 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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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劳动；努力；苦干 vt. 详细分析；使厌烦
1 ['læmineit, -nit] vt. 将锻压成薄片；分成薄片
vi. 分成薄片 n. 薄片制品；层压制件
1 ['lændiŋ] n. 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 登陆（land 的 ing 形式）
1 ['lændmɑ:k]
n. 陆标，地标；里程碑；地界标；划时代的事
1 ['lændskeip] n. 风景，景色；山水画
vt. 美化…景观 vi. 从事景观美化工作
1 [lein] n. 小巷；航线；车道；[篮球]罚球区
32 ['læŋɡwidʒ] n. 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3 兰勒（复数 langleys 物理学专有名词）
1 [læps] n. 失效；流逝；过失
vi. 失效；流逝；背离，失检；陷入
1 ['lɑ:ftə, 'læf-] n. 笑；笑声
1 [lʌ:ntʃ, lɑ:ntʃ] vi. 开始；下水；起飞
vt.发射(导弹、火箭等）
；发起，发动；使…下水
n. 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水；汽艇
1 ['lɔ:lis] adj. 非法的；无法律的
2 ['lɔ:sju:t] n. 诉讼(尤指非刑事案件）
；诉讼案件
4 ['leizi] adj.懒惰的；懒洋洋的；怠惰的；慢吞吞的
20 ['li:dəʃip] n. 领导能力；领导阶层
2 adj. 领导的；主要的
1 [li:k] n. 泄漏；漏洞，裂缝 vt. 使渗漏，泄露
vi. 漏，渗；泄漏出去
1 ['li:niŋ] n. 倾向，爱好；倾斜
v. 倚靠（lean 的 ing 形式）
vi. 离开，出发；留下 n. 许可，同意；休假
1 ['lektʃə] n. 演讲；讲稿；教训
vt. 演讲；训诫 vi. 讲课；讲演
2 ['leɡəsi] n. 遗赠，遗产
1 ['li:ɡəl] adj. 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
1 ['leŋθi] adj. 漫长的，冗长的；啰唆的
1 ['libərəl] n. 自由主义者
adj. 自由主义的；慷慨的；不拘泥的；宽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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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ərəlizəm] n. 自由主义；开明的思想或见解
['libərəlai'zeiʃən]
n. 自由化；自由主义化；放宽限制
liberated
1 ['libəreitid] v.解放；使摆脱束缚（liberate 的过去式)
adj.无拘束的；放纵的(尤指在社交和性关系方面)
liberation
1 ['libə'reiʃən] n. 释放，解放
license
3 ['laisəns] n. 执照，许可证；特许
vt. 许可；特许；发许可证给
lift
2 [lift] n.电梯；举起；起重机；搭车
vt. 举起；提升；鼓舞；空运；抄袭
vi.消散；升起；耸立
lightning
1 ['laitniŋ] n.闪电 adj.闪电的；快速的 vi.闪电
lightweight
1 ['laitweit] n. 轻量级选手；无足轻重的人
adj. 重量轻的；平均重量以下的
likelihood
3
['laiklihud] n. 可能性，可能 (周四开始发）
limited
2 ['limitid] n. 高级快车 adj. 有限的
limp
1 [limp] n. 跛行 adj. 柔软的，无力的；软弱的
vi. 跛行，一拐一拐地走；缓慢费力地前进
lin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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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ger
2 ['liŋɡə] vi. 徘徊；苟延残喘；磨蹭
vt. 消磨；缓慢度过
linguist
1 ['liŋɡwist] n. 语言学家
linguistic
4 [liŋ'ɡwistik,-kəl] adj. 语言的；语言学的
link
4 [liŋk] n. [计] 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i. 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
系起来 vt. 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liquid
1 ['likwid] n. 液体，流体；流音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literacy
2 ['litərəsi] n. 读写能力；精通文学
literate
1 ['litərit] n. 学者 adj. 受过教育的；精通文学的
live
18 [liv] vt. 经历；度过 vi. 活；居住；生存
adj. 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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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ivli] adj.活泼的；生动的；真实的；生气勃勃的
['livə] n. 肝脏；生活者，居民
['liviŋ] n. 生活；生存；生计
adj. 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v. 生活；居住（live 的 ing 形式）
；度过
3 [ləud] n. 负载，负荷；工作量；装载量
vi. [力] 加载；装载；装货 vt. 使担负；装填
1 [ləun] n. 贷款；借款 vi. 借出 vt. 借；借给
1 ['lɔbi] n.大厅；休息室；会客室，游说议员的团体
vt. 对……进行游说 vi. 游说议员
3 ['ləukəl] n. 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 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3 [ləu'keiʃən] n. 位置（形容词 locational）
；地点；
外景拍摄场地
3 [lɔk] n. 锁；水闸；刹车 vt. 锁，锁上；隐藏
1 [lɔɡ, lɔ:ɡ] n. 记录；航行日志；园木
vi. 伐木 vt. 切；伐木；航行
3 ['lɔdʒik] n.逻辑；逻辑学；逻辑性 adj.逻辑的
1 ['lɔɡəu, 'ləuɡ-] n. 商标，徽标；标识语
1 ['ləunli] n. 孤独者 adj. 寂寞的；偏僻的
22 [lɔŋ, lɔ:ŋ] adj. 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
vi. 渴望；热望（后跟介词 for）
adv. 长期地；始终
1 [lɔ:d] n. 主；上帝
24 [lu:z] vt. 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 不

loud

1

lower

4

lucky
lure
luxury

1
1
1

vi. 失败；受损失
[laud] adj. 大声的，高声的；不断的；喧吵的
adv. 大声地，高声地，响亮地
['ləuə] vt. 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 降低；减弱；跌落
adj. 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lʌki] adj. 幸运的；侥幸的
[ljuə] n. 诱惑；饵；诱惑物 vt. 诱惑；引诱
['lʌkʃəri, 'lʌɡʒəri] n.奢侈，奢侈品 adj. 奢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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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ə'ʃi:nəri] n. 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装置
['mæɡə'zi:n] n. 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mæɡ'nifisənt] adj. 高尚的；壮丽的；华丽的；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
[mein'tein] vt. 维持；继续；维修；主张；供养
['meintənəns] n. 维护，维修；保持；生活费用
['meidʒə] n. [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adj. 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 vi.主修
[mə'dʒɔriti] n. 多数；成年
['meikʌp] n. 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mænidʒəbl] adj.易管理的；易控制的，易办的
['mænidʒmənt] n. 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
操纵；经营手段
['mændeit] n. 授权；命令，指令；委托管理；

受命进行的工作 vt. 授权；托管
[mə'nu:və] n. 机动；演习；策略；调遣
vi. 机动；演习；调遣；用计谋
1 ['mænifest] n. 载货单，货单；旅客名单
vt. 证明，表明；显示 vi. 显示，出现
adj. 显然的，明显的；明白的
4 ['mænju'fæktʃə] n. 制造；产品；制造业
vt. 制造；加工；捏造 vi. 制造
2 ['mɑ:dʒin] n. 边缘；利润，余裕；页边的空白
vt. 加边于；加旁注于
2 ['mæritəl] adj. 婚姻的；夫妇间的
2 ['mɑ:kitpleis] n. 市场；商场；市集
19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6 [mæs] n. 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周

1
1

adj. 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 聚集起来，聚集 vt. 使集合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mɑ:stə, 'mæstə] n. 硕士；主人；大师；教师
vt. 控制；精通；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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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主人的；主要的；熟练的
1 ['mɑ:stəpi:s, 'mæs-] n. 杰作；绝无仅有的人
1 ['mɑ:stəri, 'mæs-]
n. 掌握；精通；优势；征服；统治权
9 [mætʃ] n. 比赛，竞赛；匹配；对手；火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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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ə'tiəriəl] n. 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adj. 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12 ['mætə] n.物质；原因；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1 [mə'tjuəriti] n. 成熟；到期；完备
4 ['mεə] n. 市长
1 ['mi:ltaim] n. 进餐时间，吃饭时间
14 [mi:n] n.平均值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
vt. 意味；想要；意欲 vi. 用意
5 ['mi:niŋ] n. 意义；含义；意图
adj. 意味深长的 v. 意味；意思
1 ['mi:niŋfuli] adv.有意义地；意味深长地；有意图地
1 ['mi:niŋlis] adj. 无意义的；无目的的
13 [mi:nz] n. 手段；方法；财产（mean 的复数）
v. 意思是；打算（mean 的第三人称单数）
1 ['mi:nwail] adv. 同时，其间 n. 其间，其时
4

mechanical

2

mechanics

1

mechanism

1

medical

9

medicare
medicine

1
6

['meʒə] n. 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 测量；估量；权衡 vi. 测量；估量
[mi'kænikəl] adj. 机械的；力学的；呆板的；
无意识的；手工操作的
[mi'kæniks] n. 力学（用作单数）
；结构；技术；
机械学（用作单数）
['mekənizəm] n. 机制；原理，途径；进程；机
械装置；技巧
['medikəl] n. 医生；体格检查
adj. 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medi'kεə] n.（美、
加）
医疗保险
（等于 medicare）
['medisin] n. 药；医学；内科；巫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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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meməu] n. 备忘录
['meməri]
n. 记忆，记忆力；内存，[计] 存储器；回忆
['mentəl] adj. 精神的；疯的 n. 精神病患者
[men'tæləti] n. 心态；[心理] 智力；精神力；
['menʃən] vt. 提到，谈到；提及，论及；说起
['miəli] adv. 仅仅，只不过；只是
['merit] n. 优点，价值，功绩
vt.值得
vi. 应受报答
[mes] n.混乱；食堂，伙食团；困境；脏乱的东西
vt. 弄乱，弄脏；毁坏；使就餐
vi. 把事情弄糟；制造脏乱；玩弄
['midlmen] n.中间商；经纪商(middleman 的复数)
['maiɡrənt] n.候鸟；移居者；随季节迁移的民工
adj. 移居的；流浪的
[maild] adj. 温和的；轻微的；淡味的；文雅的；
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militəri] n. 军队；军人
adj. 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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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iməl] adj. 最低的；最小限度的
['ministə] n. 部长；大臣；牧师
vi. 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mini'stiəriəl] adj. 部长的；内阁的；牧师的
[mai'nɔrəti, mi-] n. 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minit] n. 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
笔记；会议记录
adj. 微小的，详细的 vt. 将…记录下来
['mirəkl] n.奇迹，奇迹般的人或物；惊人的事例
['mizərəbl] adj. 悲惨的；痛苦的；卑鄙的
['misiŋ] adj. 失踪的；缺少的
v. 错过（miss 的 ing 形式）
；想念；漏掉
['miʃən] n. 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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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派遣；向……传教
[miks] vt. 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məun] n. 呻吟声；悲叹 vt. 抱怨；呻吟着说
vi. 抱怨，悲叹；呻吟
['məubail,] n. 运动物体 adj. 机动的；易变的
['mɔdəl] n. 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 模拟；塑造；模仿 vi. 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 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mɔdərət, 'mɔdəreit] vi. 变缓和，变弱
adj.稳健的，温和的；适度的，中等的；有节制的
['mɔdənaiz] vt. 使…现代化 vi. 现代化
['mɔdist] adj. 谦虚的，谦逊的；适度的；端庄
的；羞怯的
[məu'mentəm] n. 势头；[物]动量；动力；冲力
['mɔnitəri] adj. 货币的；财政的
['mɔnitə] n. 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班长
['mɔrəl, 'mɔ:-] n. 道德；寓意
adj. 道德的；精神上的；品性端正的
[mə'ræləti, mɔ:-] n. 道德；品行，美德
['mɔ:ɡidʒ] n. 抵押（贷款） vt. 抵押
[mə'ski:təu] n. 蚊子
['məuʃən] n. 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
vi. 运动；打手势 vt. 运动；向…打手势
['məutiveit] vt.刺激；使有动机；激发…的积极性
['məuti'veiʃən] n. 动机；积极性；推动
['məutiv] n. 动机，目的；主题
adj.发动的；成为动机的 vt.使产生动机，激起
['məutərist] n. 驾车旅行的人，开汽车的人
['mɔtəu] n. 座右铭，格言；箴言
[maunt] n. 山峰；底座；乘骑用马
vt. 增加；爬上；使骑上马 vi. 爬；上升
['mʌltipl] n. 倍数；[电] 并联
adj. 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mʌltiplai] adj. 多层的；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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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乘；使增加；使繁殖；使相乘
vi. 乘；繁殖；增加 adv. 多样地；复合地
['mə:mə] n. 低语；低语声；低声抱怨；潺潺声
vi. 低声说；私下抱怨；发出轻柔持续的声音
vt. 低声说
['mju:tʃuəl, -tjuəl] adj.共同的；相互的，彼此的
[miθ] n. 神话；虚构的人，虚构的事
[neil] n. [解剖]指甲；钉子 vt.钉；使固定；揭露
['neizəl] n.鼻骨；鼻音；鼻音字 adj.鼻的；鼻音的
['neitiv] n. 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ætʃərəl] adj. 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
['nætʃərə'listik] adj. 自然的；自然主义的；博
物学的
['neitʃə] n. 自然；性质；种类
['nɔ:tikəl] adj. 航海的，海上的；船员的
['næviɡeit] vt. 驾驶，操纵；使通过；航行于
['nesisəri] n.必需品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i'sesəti, nə-] n. 需要；必然性；必需品
['neɡətiv] n. 否定；负数；[摄] 底片
adj. [数] 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vt. 否定；拒绝
[ni'ɡlekt] n. 疏忽，忽视；怠慢
vt. 疏忽，忽视；忽略
[ni,ɡəuʃi'eiʃən, -si-] n. 谈判；转让；顺利通过
['neibəhud] n. 附近；街坊；接近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n. 储蓄金，储备金（为养老或应变等用）
['nju:trəl] n.中立国；中立者；非彩色；齿轮的空档
adj. 中立的，中性的；中立国的；非彩色的
['nevəðə'les] adv. 然而，不过；虽然如此
conj. 然而，不过
['nju:zru:m] n. 新闻编辑部；报刊阅览室
n. [化学] 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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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əubl] n. 贵族 vt. 抓住；逮捕
adj.高尚的；贵族的；惰性的；宏伟的
1 [nɔd] n. 点头；打盹；摆动
vt. 点头；点头表示 vi. 点头；打盹；摆动
2 [nɔn'prɔfit] adj. 非赢利的；不以赢利为目的
18 [nɔn'stændəd] adj. 不标准的
1 [nɔm] n. 规范，基准；定额，分配之工作量
4 ['nɔ:məl] adj. 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1 ['nəuzdaiv] vi. 俯冲；暴跌；突然变坏
n.（价格等的）急降，暴跌；
（飞机的）俯冲；
（名声）低落；
（情况）突然变坏
5 [nəut] n. 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
便笺；照会；调子 vt. 注意；记录；注解
1 ['nəutid] adj. 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 注意；记下（note 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 ['nəuʃən] n. 概念；见解；打算
1 ['nauədeiz] n. 当今 adv. 现今；时下
1 ['nəuhwεə] adv.无处；任何地方都不；毫无结果
n. 无处；任何地方；无名之地
adj. 不存在的；毫无结果的；不知名的
6 [əu'bi:s] adj. 肥胖的，过胖的
2 [əu'bi:səti, -'be-] n. 肥大，肥胖
4 [əu'bei] vt. 服从，听从；按照……行动
vi. 服从，顺从；听话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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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əb'dʒektiv, ɔb-] adj. 客观的；目标的，宾格的
n. 目的；目标；[光] 物镜；宾格
1 [ə'blaid] vt. 迫使；强制；赐，施恩惠；责成
vi. 帮忙；施恩惠
1 ['ɔbzə:'veiʃən] n. 观察；监视；观察报告
3 [əb'zə:v] vt. 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 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28 已发)
3 [ə'keiʃənəli, əu-] adv. 偶而，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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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ɔkju'peiʃən] n. 职业；占有；消遣；占有期
['ɔkju'peiʃənəl] adj. 职业的；占领的
['ɔkjupai] vt. 占据，占领；居住；使忙碌
[ə'kə:] vi. 发生；出现；存在
[ɔd] n. 奇数；怪人；奇特的事物
adj.奇数的；古怪的；剩余的；临时的；零散的
19 ['ɔfə, 'ɔ:-] n. 提议；出价；意图
vt. 提供；出价；试图
vi. 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1 ['ɔliv] n. 橄榄；橄榄树；橄榄色
adj. 橄榄的；橄榄色的
10 [əu'limpik] adj. 奥林匹克的；奥林匹斯山的，
奥林匹亚的
1 ['ɔpə'reiʃənəl] adj. 操作的；运作的
1 ['ɔpəreitə] n. 经营者；操作员；话务员；行家
6 ['ɔpə'tju:niti] n. 时机，机会
3 [ə'pəuz] vt. 反对；对抗，抗争 vi. 反对
1 ['ɔpəzit, -sit] n. 对立面；反义词 adv. 在对面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prep.在…的对面
1 ['ɔpti'mistik] adj. 乐观的；乐观主义的
3 ['ɔpʃən] n. [计] 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1 ['ɔpʃənəl] adj. 可选择的，随意的 n.选修科目
1 ['ɔ:bit] n. 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 盘旋；绕轨道运行 vt. 绕…轨道而行（31
待发）
1 ['ɔ:dinəri, -neri-] n. 普通；平常的人（或事）
adj. 普通的；平凡的；平常的
1 ['ɔ:dinət, -neit] n. 纵座标；纵线
2 ['ɔ:di'neiʃən] n.分类；任命；神职授任，排成等级
1 [ɔ:'ɡænik] adj. [有化] 有机的；器官的；根本的
11 ['ɔ:ɡ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1 ['ɔ:ɡənaiz] vi. 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1 ['ɔ:riənt, 'əu-, 'ɔ:rient] n. 东方；东方诸国
vt. 使适应；使朝东 adj. 东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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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ɔridʒin, 'ɔ:-] n. 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ʌðəwaiz] adv. 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 另外的；其他方面的
2 ['autbreik, ,aut'breik] vi. 爆发
n.（战争的）爆发；
（疾病的）发作
3 ['autkʌm] n. 结果，结局；成果
1 ['aut'deit] vt. 使过时；使废弃；使陈旧
1 ['autfit] n.机构；用具，全套装备 vt.配备；供应
1 ['autlet, -lit] n. 出口，排放孔；[电] 电源插座；
销路；发泄的方法；批发商店
1 ['autluk, ,aut'luk] n. 展望；观点；景色
vt. 比……好看；用目光压倒 vi. 朝外看
2 ['aut'stændiŋ] n. 未偿贷款
adj. 杰出的；显著的；未解决的；未偿付的
2 ['əuvərɔ:l, ,əuvə'rɔ:l] n. 工装裤；罩衫
adv. 全部地；总的说来
adj. 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1 ['əuvəbɔ:d] adv. 自船上落下；向船外
adj. 极其热心的；全身心投入的
1 ['əuvəhed, ,əuvə'hed] n.天花板；[会计]经常费用
adv. 在头顶上；在空中；在高处
adj. 高架的；在头上的；在头顶上的
1 ['əuvə'hi:t, 'əuvəhi:t] n. 过热；激烈
vi. 过热；愤怒起来 vt. 使过热；使愤怒
2 ['əuvə'hwelmiŋ] adj. 压倒性的；势不可挡的
v. 压倒；淹没（overwhelm 的 ing 形式）
；制服
1 [əu] vt.欠；感激；应给予；应该把……归功于
vi. 欠钱
20 [əu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用法：on one's own, of one's own）
vt. 拥有；承认 vi. 承认
1 ['ɔksaid] n. [化学] 氧化物
1 [peis, 'peisi] n. 一步；步速；步法
vi. 踱步；缓慢而行 vt. 踱步于；用步测
1 [pækt] v. 包装（pack 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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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常用来构成复合词)充满…的，塞满了…的
1 [pæd] n. 衬垫；护具；便笺簿；填补
vi. 步行；放轻脚步走 vt. 填补；走
1 ['pi:di'ætrik] adj. [儿科] 儿科的；儿科学的
1 ['peinfəli] adv. 痛苦地，费力地
1 [peint] n. 油漆；颜料；绘画作品
vt. 油漆；绘画；装饰；描绘 vi. 油漆；绘画
1 ['peintiŋ] n. 绘画；油画；着色
v. 绘画（paint 的 ing 形式）
；涂色于
1 [pɑ:m] n.手掌，棕榈树，掌状物 vt.将…藏于掌中
1 n. 棕榄
1 ['pænik] n. 恐慌，惊慌； adj. 恐慌的；
1 [pə'reid] n. 游行；阅兵；炫耀；行进；阅兵场
vt. 游行；炫耀；列队行进
2 ['pærədais] n. 天堂
8 ['pærədɔks] n. 悖论，反论；似非而是的论点；
自相矛盾的人或事
32 ['pærəɡrɑ:f, -ɡræf] n. 段落；短评；段落符号
vt. 将…分段
1 ['pærəlel] n. 平行线；对比 vt. 使…与…平行
adj. 平行的；类似的，相同的
1 ['pærəlaiz] vt. 使麻痹；使瘫痪
2 [pɑ:'tisipeit] vi. 参与，参加；分享
vt. 分享；分担
5 [pə'tikjuləli] adv. 特别地，独特地；详细地，
具体地；明确地，细致地
19 ['pəsidʒ] n. 一段（文章）
；走廊；通路
7 ['pɑ:tnə] n. 伙伴；合伙人；配偶
vi. 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 使合作；与…合伙"
8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2 ['pæʃən] n. 激情；热情；酷爱；盛怒
2 ['pæsiv] adj. 被动的，消极的；被动语态的
1 ['peiʃəns] n. 耐性，耐心；忍耐，容忍
6 ['peiʃənt] n. 病人；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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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有耐性的，能容忍的
['pætri'ɔtik] adj. 爱国的
['pætriətizəm] n. 爱国主义；爱国心，爱国精神
['pætən] n. 模式；图案；样品
vt. 模仿；以图案装饰 vi. 形成图案
['peimənt] n. 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
惩罚，报应
['pei,aut] n. 支出；花费
[pi:k] n. 山峰；最高点；顶点；帽舌
adj. 最高的；最大值的
vt. 使达到最高点；使竖起
vi. 消瘦；到达最高点；变憔悴
['pə:li] adj. 珍贵的；珍珠似的；生产珍珠的；
用珍珠装饰的
[pi'kju:ljə] n. 特权；特有财产
adj. 特殊的；独特的；奇怪的；罕见的
['pi:di'ætrik] adj. 小儿科的
[piə] n. 贵族；同等的人
vi.凝视，盯着看；窥视 vt.封为贵族；与…同等
['penʃən] n. 退休金，抚恤金；津贴；膳宿费
vt. 发给养老金或抚恤金
[pə'si:v] vt. 察觉，感觉；理解；认知
vi. 感到，感知；认识到
[pə'sepʃən] n. 知觉；看法；洞察力；获取
['pə:fikt, pə'fekt] n.完成式 vt.使完美；使熟练
adj. 完美的；最好的；精通的
[pə'fɔ:m] vt. 执行；完成；演奏
vi. 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pə'fɔ:məns] n. 性能；绩效；表演；执行
['pə:mənənsi] n. 永久；耐久性；永久的事物
[pə'misiv] adj. 许可的；自由的；宽容的；
（两
性关系）放纵的
[pə'mit] n. 许可证，执照
vi. 许可；允许 vt. 许可；允许
['pə:sənəli] adv. 亲自地；个别地；就自己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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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pə'sweiʃən] n. 说服；说服力；信念；派别
['pesi'mistik] adj.悲观的，厌世的；悲观主义的
abbr. 哲学博士学位（Doctor of Philosophy）
[fi'nɔminən, fə-] n. 现象；奇迹；杰出的人
['fi:niks] n. 凤凰；死而复生的人
['fəutəɡrɑ:f, -ɡræf] n. 照片，相片
vt. 为…拍照；使深深印入
vi. 拍照；在照片上显得
['fəutə'ɡræfik] adj. 摄影的；逼真的；
（尤指记
忆）详细准确的
[freiz] n. 成语；习语；措词
vt. 用短语表达；用语言表达 vi. 用话表示
['fizikəl] n. 体格检查
adj. [物] 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
[pi'ænist] n.钢琴家；钢琴演奏者（来自 piano 钢琴)
[pi:s] n. 块；件；篇；硬币
vt. 修补；接合；凑合
['pailət] n. 飞行员；领航员 adj. 试点的
v. 驾驶；领航；试用
['paiə'niə] n. 先锋；拓荒者
vt. 开辟；倡导；提倡 vi. 作先驱
['pleismənt] n. 布置；定位球；人员配置
['pleidʒjərizəm] n. 剽窃；剽窃物
['pleidʒjəraiz] vi. 剽窃；抄袭 vt. 剽窃；抄袭
['plænit] n. 行星
['plæstik,'plɑ:s-] n. 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adj. 塑料的；
（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pleiɡraund] n. 运动场，操场
['pleiɡraund] n. 运动场，操场
[pli:d] vt. 借口；为...辩护；托称
vi. 恳求；辩护
[pledʒ] n.保证，誓言；抵押；抵押品，典当物
vt. 保证，许诺；用……抵押；举杯祝……健康
['plenti] n. 丰富，大量；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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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足够的，很多的 adv. 足够
1 [plʌk] n. 勇气；内脏；快而猛的拉
vt. 摘；拔；扯 vi. 拉；拽；扯
1 ['pɔintlis] adj. 无意义的；钝的；不得要领的
8 ['pɔlisi] n. 政策，方针；保险单
1 ['pɔliʃ] vi. 擦亮，变光滑 vt. 磨光，使发亮
n. 磨光，擦亮；上光剂，擦亮剂；优雅，精良
adj. 波兰的
5 [pə'litikəl] adj. 政治的；党派的
1 ['pɔli'tiʃən] n. 政治家，政客
2 ['pɔlitiks] n. 政治，政治学；政治活动；政纲
1 [pəul] n. 投票；民意测验；投票数；投票所
vt. 投票；剪短；对…进行民意测验；获得选票
vi. 投票 adj. 无角的；剪过毛的；修过枝的
1 vt. 普及；使通俗化 | vi. 通俗化
1 ['pɔpjuləraiz] vt. 普及；使通俗化 vi. 通俗化
6 ['pɔpju'leiʃən] n. 人口；[生物] 种群
2 ['pɔ:ʃən, 'pəu-] n. 部分；一份；命运
vt. 分配；给…嫁妆
11 [pə'ziʃən] vt. 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n. 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1 ['pɔzətivli] adv. 肯定地；明确地；断然地
4 ['pɔsə'biləti] n. 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17 ['pɔsəbl] adj. 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 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 ['pəust'wɔ:] n. 战后时期 adj. 战后的
adv. 战后；在战后
4 [pɔt] n. 壶；盆；罐 vi. 随手射击
vt. 把…装罐；射击；节略
3 [pəu'tenʃəl] n. 潜能；可能性；[电] 电势
adj. 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1 [pə'tenʃəli] adv. 可能地，潜在地
1 [pɔ:] n. 倾泻；流出；骤雨
vt. 灌，注；倒；倾泻；倾吐
vi. 倾泻；涌流；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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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ɔvəti] n. 贫困；困难；缺少；低劣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præktikəl] adj. 实际的；实用性的
['prækti'kæliti] n.实用性，实际性；实际，实例
['præɡmətizəm] n. 实用主义；独断
[pri:tʃ] n. 说教 vi. 说教；讲道；鼓吹；宣扬
vt.说教；讲道；鼓吹；传道，反复灌输
['pri:'kæpitəlist] adj. 资本主义以前的
[pri'dikt] vt. 预报，预言；预知
vi. 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pri'diktəbli] adv. 可预言地
[pri'dikʃən] n. 预报；预言
['pri'dʒminənt] adj. 主要的；卓越的；支配的；
['prefərəbl] adj. 更好的，更可取的；更合意的
['preɡnənt] adj. 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predʒudis] n.偏见；侵害 vt. 损害，使有偏见
[pri'liminəri] n. 准备；预赛；初步措施
adj. 初步的；开始的；预备的
['pri:miəm] n. 保险费，额外费用；奖金
['prepə'reiʃən] n. 预备；准备
[pris'kraib] vi.规定；开药方 vt.规定；开处方
['prezəns] n. 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prezənt, pri'zent] n. 现在；礼物；瞄准
vt. 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 举枪瞄准 adj. 现在的；出席的
['prezən'teiʃən, ,pri:-] n.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prezə'veiʃən] n. 保存，保留
[pri'zə:v] n. 保护区；禁猎地；加工成的食品
vt. 保存；保护；维持；腌；禁猎
['prezidənt] n. 总统；董事长；校长
['prezi'denʃəl] adj. 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pres]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vt. 压；按；逼迫；紧抱 vi. 压；逼；重压
[pri'zju:-məbli,pri:-] adv.大概；推测起来；可假定
[pri'zju:m, -'zu:m] vi. 相信；擅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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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假定；推测；擅自；意味着
6 ['prevələnt] adj. 流行的；普遍的，广传的
3 [pri'vent, pri:-] vt. 预防，防止；阻止
vi. 妨碍，阻止
5 ['pri:vjəs] adj. 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 在先；在…以前
1 ['pri:vju:sli] adv. 以前；预先；仓促地
5 [praid] n. 自豪；骄傲；自尊心
vt. 使得意，以…自豪 vi. 自豪
1 ['praimərəli, prai'me-] adv.首先；主要地，根本上
adv. 首先；主要地，根本上
5 [praim] n. 初期；青年；精华；全盛时期
adj. 主要的；最好的；基本的 adv. 极好地
2 ['primitiv] n. 原始人
adj. 原始的，远古的；简单的，粗糙的
1 ['prinsəpəl] adj. 首要的；最重要的
n. 校长；委托人，当事人；资本；主犯
9 ['prinsəpəl] adj. 首要的；最重要的
n. 校长；委托人，当事人；资本；主犯
5 [prai'ɔrəti] n. 优先；优先权；[数] 优先次序；
优先考虑的事
4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2 ['prɔbə'biləti] n. 可能性；机率；[数] 或然率
13 ['prɔbəbli] adv. 大概；或许；很可能
adv. 大概；或许；很可能
1 [prə'si:dʒə] n. 程序，手续；步骤
15 ['prəuses, 'prɔ-] vt. 处理；加工 vi.列队前进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adj. 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的
18 ['prɔdəkt, -ʌkt] n. 产品；结果；作品"
1 [prəu'dʌkʃən] n. 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3 ['prɔdʌk'tivəti, ,prəu-] n. 生产力；生产率；
1 [prəu'feʃən] n.职业，专业；声明，宣布，表白
7 [prəu'feʃənəl] n. 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adj. 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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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ile
profit

3 ['prəufail] n. 侧面；轮廓；外形；剖面
10 ['prɔfit] n. 利润；利益 vi. 获利；有益
vt. 有益于
1 [prəu'faund] adj. 深厚的；意义深远的；渊博的
adj. 深厚的；意义深远的；渊博的
1 ['prəuɡræm, -ɡrəm] n.计划，规划；节目；[计]程序
vi. 编程序；制作节目 vt. 规划；拟…计划
1 [prəu'hibit] vt.阻止，禁止 strictly prohibit 严禁
1 [prəu'dʒekʃən] n.投射；规划；突出；发射，推测
1 [prəu'lɔŋd, -'lɔ:-] adj.延长的；拖延的；持续很久
14 ['prɔmis] n. 许诺，允诺；希望
vt. 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1 ['prɔmisiŋ] adj. 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 许诺，答应（promise 的现在分词形式）
5 [prəu'məut] vt. 促进；提升；推销；发扬
vt. 促进；提升；推销；发扬
1 [prəu'məuʃən] n. 提升，推销，促销；促进；
2 [prɔmpt] adj. 敏捷的，迅速的；立刻的
vt. [计]提示；促进；激起；
（给演员）提白
adv. 准时地
1 [prəu'pel] vt. 推进；驱使；激励；驱策
3 [prəu'pɔ:ʃən] n. 比例；部分；面积；均衡
vt. 使成比例；使均衡；分摊
1 [prə'pɔ:ʃənit] adv. 相称地，成比例地
adv. 相称地，成比例地
5 [prəu'pəuzəl] n. 提议，建议；求婚
2 ['prɔspekt] n. 前途；预期；景色
1 [prəu'spektiv] n. 预期；展望
adj. 未来的；预期的
1 ['prɔspə] vi. 繁荣，昌盛；成功
vt. 使……成功；使……昌盛；使……繁荣
2 [prɔs'periti] n. 繁荣，成功
1 ['prɔspərəs] adj. 繁荣的；兴旺的
5 [prəu'tekʃən] n. 保护；防卫；护照
1 [prəu'tekʃənist] n. 贸易保护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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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贸易保护主义的；保护贸易论的
[prəu'tektiv] adj.防护的；关切保护的；保护贸易的
[prəu'test, 'prəu-] n. 抗议
vi. 抗议；断言 vt. 抗议；断言
[prəu'tru:d] vt.使突出，使伸出 vi.突出，伸出
[prəu'vaid] vt. 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 规定；抚养；作准备
[prə'vaidid] conj. 假如；倘若=if
v. 提供；给予（provide 的过去式）
[prəu'vaidə] n. 供应者；养家者
[prəu'viʃən] n. 规定；条款；准备；供应品
[prəu'vəuk] vt. 驱使；激怒；煽动；惹起
股东签署的委托书；代理须知
[sai'kaiətrist] n. 精神病学家，精神病医生
[sai'kɔlədʒist] n. 心理学家，心理学者
clinical psychologist 临床心理学家
[sai'kɔlədʒi] n. [心理]心理学；心理状态
[pʌb] n. 酒馆；客栈
['pʌbliʃ] vt. 出版；发表；公布
vi. 出版；发行；刊印
[pul] n. 拉，拉绳；拉力，[交] 牵引力；拖
vt. 拉；拔；拖 vi. 拉，拖；拔
['pʌniʃ] vi. 惩罚
vt. 惩罚；严厉对待；贪婪地吃喝 penalize
['pjuərifaiə]
n. [食品]净化器；清洁者；精炼器；炼者
['pjuərifai] vi. 净化；变纯净
vt.净化；使纯净 cleanse，decontaminate
['pə:pəs] n. 目的；用途；意志 goals , intention ,
sake , objective , use vt. 决心；企图；打算
[pə'sju:, -'su:] vt. 继续；从事；追赶；纠缠
maintain , undertake , address , have , course
vi. 追赶；继续进行
['pʌzl] vt. 使…困惑；使…为难；苦思而得出
=baffle , discomfit
vi. 迷惑；冥思苦想 =contempl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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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谜；难题；迷惑
1 ['kwɔlifi'keiʃən] n.资格；条件；限制；赋予资格
1 ['kwɔlifai] vt. 限制；使具有资格；证明…合格
vi. 取得资格，有资格
8 ['kwɔləti] n. 质量，品质；特性；才能
2 ['kwɔntəti] n. 量，数量；大量；总量
2 ['kwɔ:tə] n. 四分之一；地区；季度；一刻钟；
两角五分；[篮球]节 vi. 住宿；驻扎
vt. 将…四等分；供某人住宿 num. 四分之一
1 ['kwestʃənəbl] adj. 可疑的；有问题的
1 [kju:] n. 队列；长队；辫子
vi.排队；排队等候 vt.将…梳成辫子；使…排队
1 [kwit] vt. 离开；放弃；停止；使…解除
vi. 离开；辞职；停止 n. 离开；[计] 退出
adj. 摆脱了…的；已经了结的
2 [kwait] adv. 很；相当；完全
2 ['kwəutə] n. 配额；定额；限额
1 [kwəut, kəut] vt. 报价；引述；举证
vi. 报价；引用；引证 n. 引用
3 [reis] n. 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弟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 比速度，参加竞赛；全速行进
1 ['reiʃəl] adj. 种族的；人种的
2 ['rædikəl] adj. 激进的；根本的；彻底的
n. 基础；激进分子；[物化] 原子团；[数] 根数
2 ['reidiəu] n. 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 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 用无线电发送
1 [reidʒ] n. 愤怒；狂暴，肆虐；情绪激动
1 [rælf] vi. 呕吐 vt. 呕吐
1 ['ræmbl] n. 漫步；漫游；随笔 vt. 漫步于…
vi. 漫步；漫游；闲逛；漫谈；蔓延
2 ['rændəm] n. 随意 adv. 胡乱地
adj. [数] 随机的；任意的；胡乱的
13 [reindʒ] n. 范围；幅度；排；山脉
vi. 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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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于；来回走动
[ræŋk] n. 排；等级；军衔；队列
adj. 讨厌的；恶臭的；繁茂的
vt. 排列；把…分等 vi. 列为；列队
[rεə] adj. 稀有的；半熟的；稀薄的
adv. 非常；极其 vi. 用后腿站起；渴望
[reit] n. 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 认为；估价；责骂 vi. 责骂；被评价
['reiʃiəu, -ʃəu] n. 比率，比例 [复数 ratios ]
['ræʃənəl] n. 有理数 adj. 合理的；理性的
[rɔ:] n. 擦伤处 vt. 擦伤
adj. 生的；未加工的；阴冷的；刺痛的；擦掉
皮的；无经验的；
（在艺术等方面）不成熟的
[ri'ækt, ri:-] vi. 反应；影响；反抗；起反作用
vt. 使发生相互作用；使起化学反应
['ri:dəbl] adj.可读的；易读的；读起来津津有味的
['ri:dəʃip] n. 读者人数；读者们；读者的身分
['redili] adv. 容易地；乐意地；无困难地
['ri:ə'dʒʌst] vi. 再调整；重新适应
vt. 使…重新调整；使…重新适应
[ri'æləti, ri:-] n. 现实；实际；真实
['riəlai'zeiʃən, ,ri:-, -li'z-] n. 实现；领悟
[ri:p] vt. 收获，获得；收割 vi. 收割，收获
['ri:zənəbl] adj. 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ri:ə'ʃuə] vt. 使…安心，使消除疑虑
[ri'si:t] n. 收到；收据；收入 vt. 收到
[ri'si:v] vt. 收到；接待；接纳 vi. 接收
[ri'seʃən] n. 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rekən] vt. 测算，估计；认为；计算
vi. 估计；计算；猜想，料想
[ri'kleim] n. 改造，感化；再生胶
vt. 开拓；回收再利用；改造某人，使某人悔改
vi. 抗议，喊叫
['rekə'mend] vi. 推荐；建议
vt. 推荐，介绍；劝告；使受欢迎；托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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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ku:p] vt. 收回；恢复；偿还；扣除
vi. 获得补偿；请求扣除
1 [ri'kʌvə] vt. 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 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 还原至预备姿势
2 ['rekri'eiʃənəl, -kri:-] adj.娱乐的，消遣的，休养的
1 [ri'kru:t] n. 招聘；新兵；新成员
vt. 补充；聘用；征募；使…恢复健康
vi. 复原；征募新兵；得到补充；恢复健康
1 [ri'kru:tmənt] n. 补充；征募新兵
1 ['ri:distri'bju: ʃən] n. 重新分配
3 [ri'dʌkʃən] n. 减少；下降；缩小
5 [ri'fə:] vi. 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 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1 ['ri:'fil] n. 替换物；再注满
vi. 被再注满 vt. 再装满；再充满
1 [ri'fain] vt. 精炼，提纯；改善；使…文雅
4 [ri'fju:z, ri:-] n. 垃圾；废物
vt. 拒绝；不愿；抵制 vi. 拒绝
2 [ri'ɡɑ:diŋ] prep. 关于，至于
1 [ri'ɡɑ:dlis, ri:-] adj. 不管；不顾；不注意
4 ['redʒistə] n.登记；注册；记录；寄存器；登记簿
vt. 登记；注册；记录；挂号邮寄；把…挂号；
4 ['reɡjələli] adv. 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
6 ['reɡju'leiʃən] n. 管理；规则；校准
adj. 规定的；平常的
1 ['relətiv] adj. 相对的；有关系的；成比例的
n. 亲戚；相关物；[语] 关系词；亲缘植物
1 [ri'leiʃən] n. 关系；叙述；故事；亲属关系
15 [ri'leiʃənʃip] n. 关系；关联
1 ['relətivli] adv. 相当地；相对地，比较地
2 ['ri:lei, ri'lei] vi. 转播；接替
n. [电] 继电器；接替，接替人员；驿马
vt. 转播；使接替；分程传递
2 [ri'li:s] n. 释放；发布；让与
vt. 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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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laiəbl] n. 可靠的人 adj. 可靠的；可信赖的
[ri'laiəns] n. 信赖；信心；受信赖的人或物
[ri'laiənt] adj. 依赖的；可靠的；信赖的
[ri'li:v] vt. 解除，减轻；使不单调乏味；换…
的班；解围；使放心
[ri'lʌktənt] adj. 不情愿的；勉强的；顽抗的
[ri'lai] vi. 依靠；信赖
[ri'mein] n. 遗迹；剩余物，残骸
vi. 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ri'meinz] n. 残余；遗骸
[ri'mɑ:k] n. 注意；言辞 vt. 评论；觉察
[ri'mɑ:kəbl] adj. 卓越的；非凡的；值得注意的
[ri'maind] vt. 提醒；使想起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ri'mu:v] n. 移动；距离；搬家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rendə] n. 打底；交纳；粉刷 vi. 给予补偿
vt. 致使；提出；实施；着色；以…回报
['ri:'əupən] vt. 使再开，使重开 vi. 重开
[ri'pεə] n. 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vi. 修理；修复 vt. 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ri'pi:t] n. 重复；副本 vt. 重复；复制；背诵
vi. 重做；重复发生
[ri'pleis] vt. 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
偿还；把…放回原处
['ri:'plei, 'ri:plei] vt. 重放；重演；重新比赛
n. 重赛；重播；重演
[,repri'zent] vi. 代表；提出异议
vt. 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repri'zentətiv] n. 代表；典型；众议员
adj. 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ri'preʃən] n. 抑制，[心理] 压抑；镇压
['repju'teiʃən] n. 名声，名誉；声望
[ri'kwaiəmənt] n. 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ri:'ʃedju:l, -'skedʒuə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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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重新排定日程；重订时间表；重新计划
1 ['reskju:] n.营救；援救；解救 vt.营救；援救
10 [ri'sə:tʃ, 'ri:s-] n. 研究；调查
vi. 研究；调查 vt. 研究；调查
4 [ri'zembl] vt. 类似，像
1 [ri'zent] vt. 怨恨；愤恨；厌恶
4 [ri'zentmənt] n. 愤恨，怨恨
2 [ri'zə:v] vt. 储备；保留；预约 vi. 预订
n.储备，储存；自然保护区；预备队；[金融]储备金
1 ['rezidənt] n. 居民
adj. 居住的；住院医师；定居的
1 ri'ziliənt, -jənt] adj. 弹回的，有弹力的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1 [ri'zɔlv] vt. 决定；溶解；使…分解；决心要做…
vi. 解决；决心；分解 n. 坚决；决定要做的事
1 [ri'zɔ:t] n. 凭借，手段；度假胜地；常去之地
vi. 求助，诉诸；常去；采取某手段或方法
1 [ri'sɔ:s, -] n. 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4 [ri'spekt] n. 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 尊敬，尊重；遵守
1 [ri'spektivli] adv. 分别地；各自地，独自地
2 [ri'spɔns] n. 响应；反应；回答
4 [ri.spɔnsə'biliti] n. 责任，职责；义务
1 ['ri:'steit] vt. 重申；重新叙述；重讲
9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 餐馆；饭店
1 [ri'stɔ:] vt. 恢复；修复；归还 vi. 恢复，还原
2 [ri'streint] n.抑制，克制；约束
2 [ri'strikt] vt. 限制；约束；限定
1 [ri'strikʃən] n. 限制；约束；束缚
2 [ri'zju:m, -'zu:m] n. [管理]履历；个人简历；摘要
vt. 重新开始；重新获得 vi. 再开始
4 [ri'tein] vt. 保持；雇；记住
1 [ri:'tu:l] vt. 重组；重新装备
vi. 更换工具；重新装备；更换机械设备
1 [ri:'trein] vt. 重新教育；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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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再训练；再教育
4 [ri'vi:l] vt. 显示；透露；揭露；泄露
n. 揭露；暴露；门侧，窗侧
9 ['revənju:, -nu:] n. 税收，国家的收入；收益
1 [ri'və:s] n. 背面；相反；倒退；失败
adj. 反面的；颠倒的；[篮球]反身的
vt. 颠倒；倒转 vi. 倒退；
5 [ri'vju:] n. 回顾；复习；评论；检讨；检阅
vt. 回顾；检查；复审
vi. 回顾；复习功课；写评论
2 ['ri:'vaitəlaiz]
vt. 使…复活；使…复兴；使…恢复生气
2 [ri'vaivəl]
n. 复兴；复活；苏醒；恢复精神；再生效
1 [ri'vaiv] vi. 复兴；复活；苏醒；恢复精神
vt. 使复兴；使苏醒；回想起；重演，重播
6 ['revə'lu:ʃən] n. 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1 ['revə'lju:ʃənaiz] vi. 革命化；从事革命
vt. 发动革命；彻底改革；宣传革命
1 [ri'wɔ:d] n. 报酬；报答；酬谢 vt. 奖励；奖赏
1 ['ribən] vi. 形成带状
vt. 把…撕成条带；用缎带装饰
n. 带；缎带；
（勋章等的）绶带；带状物；勋表
3 [rid] vt. 使摆脱；使去掉
1 [raid] n. 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的路
vi. 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
1 ['raidə] n. 骑手；附文；扶手
1 ['ridʒid]
adj.严格的；僵硬的，死板的；坚硬的；精确的
1 ['riɡərəs] adj.严格的，严厉的；严密的；严酷的
1 ['riɡə] n. 严格；严厉；苛刻；精确
25 [raiz, rais] n. 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vi. 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 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3 ['riski] adj.危险的；冒险的；(作品等)有伤风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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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tjuəl, -tʃu-] n. 仪式；惯例；礼制
adj. 仪式的；例行的；礼节性的
[rəu'bɔtik] n. 机器人学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rɔk] n. 岩石；摇滚乐；暗礁
vt. 摇动；使摇晃 vi. 摇动；摇晃
[rəul] n. 角色；任务
[rəul] n. 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vt. 卷；滚动，转动；辗
vi. 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ru:t, rut] n. 根；根源；词根；祖先
vi. 生根；根除 vt. 生根，固定；根源在于
[rəu'teit, 'rəut-, 'rəuteit] adj. [植] 辐状的
vi. 旋转；循环 vt. 使旋转；使转动；使轮流
['rʌfli] adv. 粗糙地；概略地
[ru:'ti:n] n. [计] 程序；日常工作；例行公事
adj. 日常的；例行的
[rəu] n. 行，排；划船；街道；吵闹
vt. 划船；使……成排 vi. 划船；争吵
['rɔiəl] n. 王室；王室成员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rʌb] n. 摩擦；障碍；磨损处
vt. 擦；摩擦；惹怒 vi. 擦；摩擦；擦破
['rʌbiʃ] n. 垃圾，废物；废话 adj. 毫无价值
vi. 经营；奔跑；运转
['ruin, 'ru:-] n. 废墟；毁坏；灭亡
vt. 毁灭；使破产 vi. 破产；堕落；被毁灭
[ru:l] n. 统治；规则 vi. 统治；管辖；裁定
vt. 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rʌʃ] n. 冲进；匆促；急流；灯心草
adj. 急需的 vt. 使冲；突袭；匆忙地做；飞跃
vi. 冲；奔；闯；赶紧；涌现
[ru:θ] n. 1.同情 2.悲伤；悔恨
['ru:θlis] adj. 无情的，残忍的
['sæbətɑ:ʒ, ,sæbə'tɑ:ʒ] n.破坏；破坏活动，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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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妨害；对…采取破坏行动 vi.从事破坏活动
1 ['sækrifais] n. 牺牲；祭品；供奉
vt. 牺牲；献祭；亏本出售 vi. 献祭；奉献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 [seil] n. 帆，篷；航行 vt. 航行
vi. 航行；启航，开船
1 ['sæŋ,kʃən] n. 制裁，处罚；认可；支持
vt. 制裁，处罚；批准
2 [sein] adj. 健全的；理智的；[临床]神志正常的
3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1 ['sævidʒli] adv.野蛮地；
残忍地
（形容词为 savage）
7 ['seiviŋ] n. 节约；挽救；存款
adj. 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2 ['sævi] n. 悟性；理解能力
vt. 理解；懂 vi. 理解；知道
7 ['seiiŋ] n. 话；谚语；言论
1 ['skεəsəti] n. 不足；缺乏
1 ['skætə] n. 分散；散播，撒播
vi. 分散，散开；散射
vt. 使散射；使散开，使分散；使散播，使撒播
2 [si:n] n. 场面；情景；景象；事件
3 [ski:m] n. 计划；组合；体制；诡计
vi. 搞阴谋；拟订计划 vt. 计划；策划
3 ['saiən'tifik] adj. 科学的，系统的
10 ['saiəntist] n. 科学家
1 [skəup] n.范围；余地；视野；眼界；导弹射程
vt. 审视
1 [skɔ:] n. 分数；二十；配乐；刻痕
vt. 获得；评价；划线，刻划；把…记下
vi. 得分；记分；刻痕
1 [skɔ:n] n. 轻蔑；嘲笑；藐视的对象
vt. 轻蔑；藐视；不屑做
vi. 表示轻蔑；表示鄙视
1 ['skɔ:nful] adj. 轻蔑的
2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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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rʌb] n.矮树；洗擦；擦洗者；矮小的人或物）
vt.用力擦洗；使净化 vi.擦洗；进行手臂消毒
1 ['skru:tinaiz] n. 仔细或彻底检查
vi. 细阅；作详细检查 vt. 详细检查；细看
1 ['si:zənəl] adj. 季节的；周期性的；依照季节的
1 ['sekrə'tεəriəl] adj. 秘书的；书记的；部长的
3 ['sekrətəri] n. 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 ['sekʃən] n. 截面；部门；地区；章节
vi. 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 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1 ['sektə] n.部门；扇形，扇区；象限仪；函数尺
vt. 把…分成扇形
2 [si'kjuə]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
adj. 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1 [si'kjurətizaiʃən] n. 证券化，资产证券化
5 [si'kjuəriti] n. 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 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 [si'mestə] n. 学期；半年
1 ['semi'litərət, ,semai-] n. 半文盲；有初等文化者
adj. 半文盲的；所知有限的
1 ['senətə] n. 参议员
9 ['si:njə] n. 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adj. 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
的，资格较老的
2 ['sensəbl] n. 可感觉到的东西；敏感的人
adj. 明智的；明显的；意识到的；通晓事理的
4 ['sensitiv] adj. 敏感的；[仪] 灵敏的；感光的；
易受伤害的
1 [sensi'tiviti] n. 敏感；敏感性；过敏
1 ['senti'mentəl] adj. 感伤的；感情脆弱的
1 ['sepə'reiʃən] n.分离，分开；间隔，距离，分居
11 [sə:v] n. 发球，轮到发球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28 ['sə:vis] n. 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第 78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021-51086775

set

11 [set] n. 集合；一套；布景；装置
vt. 树立；点燃；点缀
vi. (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6 ['setiŋ] n. 环境；安装；布
1 [si'veriti] n. 严重；严格；猛烈
1 [səu] vt. 缝合，缝上；缝纫 vi. 缝纫，缝
3 [ʃeik] n. 摇动；哆嗦
vt. 动摇；摇动；震动 vi. 动摇；摇动；发抖
4 [ʃɑ:p] n. 尖头；骗子；内行
vt. 磨快；把音调升高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1 [ʃed] vt. 流出；摆脱；散发；倾吐
vi. 流出；脱落；散布
2 [ʃiə] adj. 绝对的；透明的；峻峭的
adv. 完全；陡峭地
18 [ʃift] n. 移动；变化；手段；轮班
vi. 移动；转变；转换 vt. 转移；改变；替换
1 ['ʃɔkiŋ] adj. 令人震惊的；可怕的
3 [ʃu:t] n. 射击；摄影；狩猎
vi. 射击；发芽；拍电影
vt.射击，射中；拍摄；发芽；使爆炸；给…注射
1 ['ʃu:tiŋ] n. 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 射击（shoot 的 ing 形式）
2 [ʃɔ:] n. 海滨；支柱
vt. 支撑，使稳住；用支柱撑住
1 [ʃaut] n. 呼喊；呼叫
vi. 呼喊；喊叫；大声说 vt. 呼喊；大声说
2 [ʃru:d] n. 精明（的人）
；机灵（的人）
adj. 精明的；狡猾的；机灵的
1 [ʃrʌɡ] n. 耸肩 vi. 耸肩 vt.耸肩，耸肩表示
1 [ʃʌt] n. 关闭 adj. 关闭的；围绕的
vt. 关闭；停业；幽禁 vi. 关上；停止营业
10 ['ʃʌtl] n. 航天飞机；穿梭；梭子；穿梭班机、
公共汽车等 vi. 穿梭往返
vt. 使穿梭般来回移动；短程穿梭般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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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ʃai] adj. 害羞的；畏缩的，胆怯的
['siknis] n. 疾病；呕吐；弊病
[sain] n. 迹象；符号；记号；手势
vi. 签署；签名 vt. 签署；示意
1 ['signətʃə] n. 署名；签名；信号
1 [siɡ'nifikəns] n. 意义；重要性
7 [sig'nifikənt] n. 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adj. 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
意味深长的
1 ['signifai] vt. 表示；意味；预示
1 ['sailəns] n.沉默；寂静；缄默；不谈；无声状态
vt. 使沉默；使安静；压制；消除噪音
1 ['sailəntli] adv. 默默地；静静地
3 ['simpl] adj. 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1 ['simpli] adv. 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
14 ['siŋɡl] n. 一个；单打；单程票
adj. 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vt. 选出
1 [siŋk] n. 水槽；洗涤槽；污水坑
vi.下沉；消沉；渗透 vt.使下沉；挖掘；使低落
1 [sip] n. 抿；小口喝；单列直插式组件
vi. 啜饮 vt. 啜
8 ['sitju'eiʃən, -tʃu-] n. 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 ['skeptikəl] adj.怀疑的；怀疑论的，不可知论的
2 ['skeptisizəm] n. 怀疑论；怀疑的态度
4 [skild] adj. 熟练的；有技能的；需要技能的
2 [skip] vi. 跳跃；跳绳；遗漏；跳读
vt. 跳过；遗漏 n. 跳跃；跳读
3 [slim] adj. 苗条的；修长的；无价值的
vt.使…体重减轻；使…苗条 vi.减轻体重；变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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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lipidʒ] n. 滑移；滑动；下降
1 ['slipəri] adj. 滑的；狡猾的；不稳定的
1 [slʌmp] n. 衰退；暴跌；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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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使降低；使衰落；使倒下
vi. 下降，衰落；倒下
[smɑ:t] adj. 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
潇洒的；剧烈的
[smu:ð] n. 平滑部分；一块平地
adj. 顺利的；光滑的；平稳的
vt. 使光滑；消除（障碍等）
；使优雅；缓和
vi. 变平静；变平滑
[snæk] n. 小吃，快餐；一份，部分
vi. 吃快餐，吃点心
[sɔ:] n.高飞；高涨 vi.高飞；高耸；往上飞舞
['səuʃəl] n. 联谊会；联欢会
adj. 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səuʃəlaiz] vi. 交际；参与社交
vt. 使社会化；使社会主义化；使适应社会生活
['səusi'ɔlədʒist, -ʃi-] n. 社会学家
['səusi'ɔlədʒi, -ʃi-] n. 社会学；群体生态学
[sɔft, sɔ:ft] n. 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adj. 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 柔软地；温和地
['sɔfən, 'sɔ:-] vt. 使温和；使缓和；使变柔软
vi. 减轻；变柔和；变柔软
['sɔftwεə, 'sɔ:-] n. 软件
['səulə] adj. 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
与太阳相关的 n. 日光浴室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 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səul] adj. 唯一的；单独的；仅有的
[sə'lju:ʃən] n. 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sɔlv, sɔ:lv] vt. 解决；解答；溶解 vi. 作解答
[sə'fistikeitid]
adj.复杂的；精致的；久经世故的；富有经验的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 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saund] vi. 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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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
彻底的
5 [sɔ:s] n. 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15 [speis] n. 空间；太空；距离
vi. 留间隔 vt. 隔开
1 ['speiskrɑ:ft, -kræft] n. 宇宙飞船，航天器
1 ['speiswɔ:k]
n. 太空漫步，太空行走；航天舱外活动
1 ['speiʃəs] adj. 宽敞的，广阔的；无边无际的
4 ['speʃəl] adj. 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n. 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
价商品
1 ['speʃəlaiz] vi. 专门从事；详细说明；特化
vt. 使专门化；使适应特殊情况；详细说明
1 ['spi:ʃi:z, -si:z] n.[生物] 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2 [spi'sifik] n. 特性；细节；特效药
adj. 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 具
有特效的
12 [spek'teitə, 'spekt-] n. 观众；旁观者
18 [spend] n. 预算 vi. 花钱；用尽，耗尽
vt. 度过，消磨（时光）
；花费；浪费；用尽
4 [sfiə] n. 范围；球体 adj. 球体的
vt. 包围；放入球内；使…成球形
1 ['spaiərəl] n. 螺旋；旋涡；螺旋形之物
adj. 螺旋形的；盘旋的
vt. 使成螺旋形；使作螺旋形上升
vi. 盘旋；成螺旋形；螺旋形上升（过去式
spiraled/spiralled，过去分词 spiraled/spiralled，
现在分词 spiraling/spiralling，第三人称单数
spirals，副词 spirally）
1 ['spirit] n. 精神；心灵；情绪；志气；烈酒
vt. 鼓励；鼓舞；诱拐（形容词 spiritual）
1 [spait] n.不顾；恶意；怨恨 vt.刁难；使恼怒
2 [splæʃ] n. 飞溅的水；污点；卖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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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溅，泼；用...使液体飞溅 vi. 溅湿；溅开
[split] n. 劈开；裂缝 adj. 劈开的
vt. 分离；使分离；劈开；离开
vi. 离开；被劈开；断绝关系
['spəuks,pə:sən] n. 发言人；代言人
['spəuks,wumən] n. 女代言人，女代言人
(spokesman，男代言人)
['spɔnsə] n. 赞助者；主办者；保证人
vt. 赞助；发起
['spɔnsəʃip]
n. 赞助；发起；保证人的地位；教父母身份
[spɔt] n.地点；斑点 adj.现场的；现货买卖的
vt. 认出；弄脏；用灯光照射
vi. 沾上污渍；满是斑点 adv. 准确地；恰好
[spaus] n. 配偶 vt. 和…结婚
[sprei] n. 喷雾；喷雾器；水沫 vt. 喷射 vi. 喷
[spred] n. 传播；伸展 adj. 伸展的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vi.传播；伸展
['spredʃi:t] n.电子制表软件；电子数据表，试算表
[spriŋ] n. 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 春天的 vi. 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 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开
[skwεə]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直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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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kwi:z] n. 压榨；紧握；拥挤；佣金
vt. 挤；紧握；勒索 vi. 压榨
[stæb] n. 刺；戳；尝试；突发的一阵
vt. 刺；刺伤；戳；刺穿；直入
vi. 刺；刺伤；戳；刺痛
[stə'biliti] n. 稳定性；坚定，恒心
['steibl] n. 马厩；牛棚
adj. 稳定的；牢固的；坚定的
[steidʒ] n. 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 举行；上演；筹划
第 83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021-51086775

stake

1

stand

6

standard

5

stare

2

statement
statistic
status
starve

4
1
1
1

steady
steam

1
1

stem

1

stereotypical
stick

2
7

stimulation
stimulus

1
1

sting

1

stock

7

61508004

www.zhongkaiedu.com

vi. 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steik] n. 桩，棍子；赌注；火刑；奖金（at stake，
危如累卵；处于危险中；在紧要关头，冒风险）
vt. 资助，支持；系…于桩上；把…押下打赌
vi. 打赌
[stænd] n. 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vi. 站立；位于；停滞
vt. 使站立；忍受；抵抗
['stændəd] n. 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 标准的；合规格的
[stεə] n. 凝视；注视 vt. 凝视，盯着看
vi. 凝视，盯着看；显眼（后跟介词 at）
['steitmənt] n. 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stə'tistik] n.统计数值 adj.统计的，统计学的
['steitəs, 'stæ-] n. 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分
[stɑ:v] vi. 饿死；挨饿；渴望
vt. 使饿死；使挨饿
['stedi] adj. 稳定的；不变的；沉着的
[sti:m] n. 蒸汽；精力 adj. 蒸汽的
vt. 蒸，散发；用蒸汽处理 vi. 蒸，冒水汽
[stem] n. 干；茎；船首；血统
vt. 阻止；除去…的茎；给…装柄
vi. 阻止；起源于某事物；逆行
['steriə'tipikl] adj. 老一套的；陈规的
[stik] n. 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vt. 刺，戳；伸出；粘贴
vi. 坚持；伸出；粘住（后跟介词 to，=adhere to）
['stimju'leiʃən] n. 刺激；激励，鼓舞
['stimjuləs]
n. 刺激；激励；刺激物（单数形式：stimuli）
[stiŋ] n. 刺痛；讽刺，刺激；刺毛
vt. 刺；驱使；使…苦恼；使…疼痛
vi. 刺痛；被刺痛；感到剧痛
[stɔk] n. 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
adj. 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第 84 页 共 99 页

众凯教育

stockpile
strategy
streetlight
strength
strengthen
stress

strict
strive
strongly
structure
struggle
stubbornly
stuff
stumble
stunning

stylish
subject

subjective
submit

021-51086775

61508004

www.zhongkaiedu.com

vt. 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 囤积；办货；出新芽
1 ['stɔkpail] n. 库存；积蓄 vt. 贮存；储蓄
vi. 积累；储备物资
2 ['strætidʒi] n. 战略，策略
1 ['stri:tlait] n. 街灯，路灯
1 [streŋθ, streŋkθ] n. 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 ['streŋθən, 'streŋkθən]
vt. 加强；巩固 vi. 变强；变坚挺
5 [stres] n. 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put
stress on sth. 强调某事某物=emphasize）
vt. 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4 [strikt] adj. 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2 [straiv] vi. 努力；奋斗；抗争
1 ['strɔŋli, 'strɔ:ŋ-]
adv. 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12 ['strʌktʃə] n. 结构；构造；建筑物
vt. 组织；构成；建造
7 ['strʌɡl] n. 努力，奋斗；竞争
vi.奋斗，努力；挣扎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1 ['stʌbənli] adv. 顽固地；倔强地
1 [stʌf] n. 东西；材料；填充物；素材资料
vt. 塞满；填塞；让吃饱 vi. 吃得过多
1 ['stʌmbl] vi. 踌躇，蹒跚；失足；犯错
vt. 使…困惑；使…绊倒 n. 绊倒；蹒跚而行
1 ['stʌniŋ] adj.极好的；使人晕倒的；震耳欲聋
v. 把…打昏；使震耳欲聋；使大吃一惊（stun
的 ing 形式）
1 ['stailiʃ] adj. 时髦的；现代风格的；潇洒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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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əb'dʒektiv] adj. 主观的；个人的；自觉的
2 [səb'mit] vt. 使服从；主张；呈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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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提交；服从（submit oneself to sb，屈服于某
人，服从于某人）
1 [sə'bɔ:dinət, -neit, sə'bɔ:dineit]
n.下属，下级；部属，属下 adj.从属的；次要的
vt. 使……居下位；使……服从
1 [səb'skraibə] n. 订户；签署者；捐献者（来自
动词 subscribe）
1 ['sʌbsikwənt] adj. 后来的，随后的
1 ['sʌbsidaiz] vt. 资助；给与奖助金；补贴
1 ['sʌbsidi] n. 补贴；津贴；补助金
1 sʌbstəns] n. 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1 [səb'stænʃieit] vt. 证实；使实体化
3 [səb'stænʃəl] n. 本质；重要材料
adj. 大量的；实质的；内容充实的
1 ['sʌbstitju:t, -tu:t] n. 代用品；代替者
vi. 替代 vt. 代替
3 ['sʌtl]
adj.微妙的；精细的；敏感的；狡猾的；稀薄的
1 ['sʌbə:b] n. 郊区；边缘
2 [sə'bə:bən] n. 郊区居民
adj. 郊区的，城郊的；土气的；见闻不广的
4 [sək'si:d] vi. 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 继承；接替；继…之后
1 [sək'ses]
n. 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10 [sək'sesful] adj. 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1 [sək'seʃən] n. 连续；继位；继承权；轮栽
1 [sək'sesiv] adj.连续的；继承的；依次的；接替的
1 ['sʌdən] n. 突然发生的事
adj. 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3 ['sʌfə] vt. 遭受；忍受；经历
vi. 遭受，忍受；受痛苦；经验；受损害
2 ['sʌfəriŋ] n. 受难；苦楚 adj. 受苦的；患病
v. 受苦；蒙受（suffer 的 ing 形式）
1 [sə'fiʃənsi] n. 足量，充足；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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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ə'dʒest, səɡ-]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
[səɡ'dʒestiv] adj. 暗示的；提示的；影射的
[sʌm] n.金额；总数 vi.概括 vt.总结；合计
['sʌməraiz] vt. 总结；概述 vi. 作总结，作概括
['sʌməri] adj. 简易的；扼要的 n. 概要，摘要
['sʌmən] vt. 召唤；召集；鼓起；振作
[sju:'pə:bli] adj. 极好的；华丽的；宏伟的
adv. 雄伟地；壮丽地；上等地；庄重地（来自
形容词 superb)
1 ['sju:pə'fiʃəl] n. 表面文章；外表；浅薄的人
adj. 表面的；肤浅的
3 [sju:'piriə, sju:pə-]
n. 上级，长官；优胜者，高手；长者
adj. 上级的；优秀的，出众的；高傲的（be
superior to，优于/高于...）
4 [sə'plai] n. 供给，补给；供应品
vt. 供给，提供；补充 vi. 供给；替代
17 [sə'pɔ:t]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1 [sə'pɔ:tiv] adj. 支持的；支援的；赞助的
1 [sə'pəuz] vt. 假设；认为；让（虚拟语气）
；推想
vi.猜想；料想(be supposed to do sth.应该做某事)
conj. 假使…结果会怎样
1 [sə'pəuzidli] adv. 可能；按照推测；恐怕
3 [sju'pri:m] n. 至高；霸权
adj. 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最高法院 the
Supreme（Judicial） Court）
2 ['ʃuəli, 'ʃɔ:-] adv.当然；无疑，坚定地，稳当地
1 [sə:dʒ] n. 大浪；汹涌澎湃；巨涌
vi. 激增；汹涌 vt. 使颠簸
1 [sə'pɑ:s, -'pæs] vt. 超越；胜过，优于；非…所
能办到或理解
5 [sə'praiz] n. 惊奇，诧异；突然袭击
vt. 使惊奇；奇袭 adj. 令人惊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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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ə'praiziŋ]
adj. 令人惊讶的；意外的(往往我们看到的是它
的副词形式：surprisingly)
v. 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 的 ing 形式）
[sə'raund] n. 围绕物 vt. 围绕；包围
adj. 环绕立体声的
[sə:'veiləns, sə-] n. 监督；监视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 调查；勘测；俯瞰 vi. 测量土地
[sə'vaivəl] n. 幸存，残存；幸存者，残存物
[sə'vaiv] vi. 幸存；活下来
vt. 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sə'spekt, 'sʌspekt] n. 嫌疑犯
adj. 可疑的；不可信的
vt. 怀疑；猜想 vi. 怀疑；猜想
n. 悬浮；暂停；停职（来自 suspend：vt. 延缓，
推迟；使暂停；使悬浮 vi. 悬浮；[体]禁赛）
adj. 可疑的；怀疑的；多疑的。用法：be suspicious
of，怀疑
vt. 维持；支撑，承担；忍受；供养；证实
n. 持续性；永续性；能维持性；承受力
n. 沼泽；湿地
vt. 使陷于沼泽；使沉没；使陷入困境
vi. 下沉；陷入沼泽；陷入困境；不知所措
n.宣誓；诅咒 vt.发誓；咒骂 vi.发誓，宣誓；诅咒
n. 打扫，扫除；范围；全胜
vt. 扫除；猛拉；掸去
vi. 扫，打扫；席卷；扫视；袭击
n. 肿胀；隆起 adj. 漂亮的；一流的
vi. 膨胀；肿胀；隆起 vt. 使膨胀；使隆起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立刻的 adv.迅速地
n. 猪；卑贱的人，swine flu 猪流感
n. 摇摆；摆动；秋千；音律；涨落
vi. 摇摆；转向；悬挂；大摇大摆地行走
vt. 使旋转；挥舞；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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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bolize

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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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象征；符号；标志
vt. 象征；用符号表现
vi. 采用象征；使用符号；作为…的象征
symptom
1 n. 症状；征兆
synthesis
1 n. 综合，合成；综合体
systematically
1 adv. 有系统地，系统地；有组织地
taboo
1 n. 禁忌；禁止 adj. 禁忌的；忌讳的
vt. 禁忌；禁止
tactics
2 n. 策略；战术；用兵学
tailor
1 n. 裁缝 vt. 剪裁；使合适 vi. 做裁缝
takeaway
1 adj. 外卖的；外吃的 n. 外卖食品；外卖餐馆
talent
2 n. 才能；天才；天资
talkative
2 adj. 多话的；多嘴的；爱说话的
tangible
1 n. 有形资产 adj. 有形的；切实的；可触摸的
tariff
3 n. 关税表；收费表 vt. 定税率；征收关税
task
2 n. 工作，作业；任务 vt. 分派任务
taste
1 n. 味道；品味；审美 vt. 尝；体验
vi. 尝起来；有…的味道
tax
7 n. 税金；重负 vt. 向…课税；使负重担
technician
1 n. 技师，技术员；技巧纯熟的人
technique
3 n. 技巧，技术；手法
technological
1 adj. 技术的；工艺的
technology
32 n. 技术；工艺；
techie
1 n. 高科技专家；热衷电子学的电子迷；技师
skilled technician
teenage
1 n. 青少年时期 adj. 青少年的；十几岁的
teeter
1 n. 跷跷板；摇摆 swing , ricketiness
vi.摇晃；玩跷跷板；步履蹒跚；摇摇欲坠 rock , roll
vt. 使…摇摆；使…上下晃动 hotch
telecom
4 n. 电信，远距通信；电讯
telecommunication 1 n. 电讯；远程通信；无线电通讯
temper
1 n. 脾气；
（钢等）回火；性情；倾向
vt. 使回火；锻炼；调和；使缓和
vi. 回火；调和
temperature
1 n.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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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t
tend
tendency
term

2
11
0
8

terrible
territory
theatre
theme
theoretical
theorist
theory
thereafter
therefore
thin

thoroughly
threat
threaten
thrive
tide
tie

tight
tile
timely
tip
title

toler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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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诱惑；引起；冒…的风险；使感兴趣
vi. 趋向，倾向；照料，照顾 vt. 照料，照管
n. 倾向，趋势；癖好
n. 术语；学期；期限；条款（用法：in term of，
依据，按照；在…方面）
1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1 n. 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 n. 电影院，戏院
2 n. 主题；主旋律；题目
1 adj. 理论的；理论上的；假设的；推理的
1 n. 理论家
9 n. 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1 adv. 其后；从那时以后
2 adv. 因此；所以
1 n. 细小部分 adv. 稀疏地；微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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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v. 彻底地，完全地
3 n. 威胁，恐吓；凶兆
2 vt. 威胁；恐吓；预示 vi. 威胁；可能来临
3 vi. 繁荣，兴旺；茁壮成长
3 n. 趋势，潮流；潮汐 vt. 随潮漂流
2 n. 领带；平局；鞋带；领结；不分胜负
vt. 系；约束；打结；与…成平局
vi. 打结；不分胜负；被用带（或绳子等）系住
2 adj. 紧的；密封的；绷紧的；麻烦的；严厉的；
没空的；吝啬的 adv. 紧紧地；彻底地
1 n. 瓷砖，瓦片 vt. 铺以瓦；铺以瓷砖
1 adj. 及时的；适时的 adv. 及时地；早
33 n. 小费；尖端 vi. 给小费；翻倒；倾覆
vt. 给小费；倾斜；翻倒；装顶端
7 n. 冠军；标题；头衔；权利；字幕
vt. 加标题于；赋予头衔；把…称为
adj. 冠军的；标题的；头衔的
1 adj. 可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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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nce
toll

1
5

tollbooth
tongue
topic
touch

tough

tour

tourism
tourist
tout
tradable
trade

tradition
traditional
traffic
tragedy
transaction
transfer
transform
transform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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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宽容；容忍
n. 通行费；代价；钟声 vt. 征收；敲钟
vi. 鸣钟；征税
2 n. 过路收费亭
1 n. 舌头；语言 vt. 舔；斥责；用舌吹
1 n. 主题（等于 theme）
；题目
1 n. 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vt. 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 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6 n. 恶棍 adv. 强硬地，顽强地
adj. 艰苦的，困难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
坚韧的，牢固的；强壮的，结实的
vt. 坚持；忍受，忍耐
1 n. 旅游，旅行；巡回演出
vt. 旅行，在……旅游；在……作巡回演出
vi. 旅行，旅游；作巡回演出
1 n. 旅游业；游览
1 n. 旅行者，观光客 adj. 旅游的
1 n.侦查者；兜售者 vt.兜售；招徕；刺探赛马情报
vi. 兜售；招徕顾客；拉选票
1 adj. 可贸易的；可买卖的
27 n. 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 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 用…进行交换
trade up 买更高价的东西；使熟悉某一行
3 n. 惯例，传统；传说
3 adj. 传统的；惯例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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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 悲剧；灾难；惨案
3 n. 交易；事务；办理；
5 n. 转让；转移；传递；过户
vi. 转让；转学；换车 vt. 使转移；调任
3 vt. 改变，使…变形；转换
vi. 变换，改变；转化
1 adj. 转换的；改变的；转换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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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national
transport
tr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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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vel
treat
treatment
trend
trial
triangle
triple
triumph
tropical
troubled
truck
truly
trump
trumpet
trust

truthful
tuition
tumor
tu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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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跨国的；超越国界的
n. 运输；运输机； vt. 运输；流放；
n. 陷阱；圈套；[建] 存水弯 vi. 设陷阱
vt. 诱捕；使…受限制；使…陷入困境
2 n. 旅行；游历；漫游 vt. 经过；在…旅行
vi. 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5 n. 请客；款待 vt. 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 探讨；请客；协商
3 n. 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13 n. 趋势，倾向；走向
vi. 趋向，伸向 vt. 使…趋向
2 n. 试验；审讯；努力；磨炼
adj. 试验的；审讯的
1 n.三角（形）
；三角关系；三角形之物；三人一组
1 n. 三倍数；三个一组 adj. 三倍的；三方的
vi. 增至三倍 vt. 使成三倍
1 n. 胜利，凯旋；欢欣 vi. 获得胜利，成功
1 adj. 热带的；热情的；酷热的
1 adj. 动乱的，不安的；混乱的；困惑的
1 n. 卡车；交易；手推车
vi. 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 交易；以卡车运输
2 adv. 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1 n. 王牌；法宝；喇叭 vt. 胜过；打出王牌赢
vi. 出王牌；吹喇叭
1 n. 喇叭；喇叭声 vt. 吹喇叭；吹嘘
vi. 吹喇叭；发出喇叭般的声音
5 n. 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 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 信任，信赖；依靠
1 adj. 真实的；诚实的
1 n. 学费
1 n. 肿瘤；肿块；
1 n. 隧道；坑道；洞穴通道
vt. 挖；在…打开通道；在…挖掘隧道
vi. 挖掘隧道；打开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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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bulence
turn

1 n. 骚乱，动荡；湍流；狂暴
23 [tə: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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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n. 转变；转向；突然好转；回车道
1 n. 闪烁 vi. 闪烁；发亮 vt. 使闪耀；闪耀
2 adv. 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来自 typical，type）
1 n. 打字员，打字者
1 adv. 最后；根本；基本上（来自 ultimate）
1 adj. 难以获得的；不能利用的；不近便的
1 adj. 难以忍受的；承受不住的
1 adj. 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来自 certain）
2 adj. 违反宪法的(来自 constitutional，
constitution)
1 n.下腹部；薄弱部分；易受攻击的部位、区域等
1 vt. 经历，经受；忍受
1 vt. 成为……的基础；位于……之下
1 n. 下划线；下期节目预告
vt. 强调；在…下面划线；预告
1 vt. 破坏，渐渐破坏；挖掘地基
1 adj. 不受欢迎的；不希望得到的，不希望有的
1 adj. 未泄露的；身分不明的；保持秘密的（来
自 disclose）
1 vt. 取消；解开；破坏；扰乱 vi. 撤消
3 n. 失业；失业率；失业人数
1 n. 不等同的事物
adj. 不平等的；
不规则的；
不胜任的
（来自 equal）
2 adj. 意外的，想不到的
1 n. 不忠实（来自 faith，faithful）
2 adj. 过时的；不时髦的(来自 fashion)
1 adj. 难忘的
2 adv. 不幸地（来自 fortunate）
1 adj. 不可思议的；难以想像的(来自 imaginable)
1 adj. 未保过险的
3 n. 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6 n. 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turnaround
twinkle
typically
typist
ultimately
unavailable
unbearable
uncertain
unconstitutional
underbelly
undergo
underlie
underline
undermine
undesired
undisclosed
undo
unemployment
unequal
unexpected
unfaithfulness
unfashionable
unforgettable
unfortunately
unimaginable
uninsured
union
unique

61508004

第 93 页 共 99 页

www.zhongkaiedu.com

众凯教育

unite
universal
universe
unnecessary
unpaid
unpleasant
unprofitable
unrealistic
unreasonable
unrecognized
unrepresentative
unselfishness
unskilled
unsustainability
unthinkable
unthinkingly
untouched
unusual
unveil
upset
urban
urge
urgent
use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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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j. 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1 vt. 使…混合；使…联合；使…团结
vi. 团结；联合；混合
1 adj.普遍的；通用的；宇宙的；全世界的；全体的
1 n. 宇宙；世界；领域
2 adj. 不必要的；多余的，无用的
1 adj. 未付款的；[税收] 未缴纳的；无报酬的
1 adj. 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来自 pleasant）
1 adj. 无益的，没有用的；没有利润的（来自
profitable，profit）
1 adj. 不切实际的；不实在的（来自 realistic）
2 adj. 不合理的；过度的；不切实际的；非理智
的（来自 reasonable）
1 adj. 未被承认的；未被认出的；未被认可的（来
自 recognized，recognize）
1 adj. 非代表性的，不典型的（来自 representative）
1 n. 不自私；慷慨（来自 selfish）
1 adj. 不熟练的；
拙劣的；
无需技能的
（来自 skill）
1 n. 不持续性（来自 sustainable）
1 adj. 不能想象的；过分的（来自 think）
1 adv. 不假思索地；轻率地（来自 think）
1 adj. 未受影响的；未改变的；未触动过的；
不受感动的（来自 touch）
3 adj. 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1 vt. 使公诸于众，揭开；揭幕（来自 veil）
vi. 除去面纱；显露
1 adj. 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 混乱；翻倒
vt. 使心烦；颠覆；扰乱 vi. 翻倒
1 adj. 城市的；住在都市的
1 n. 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t. 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vi. 强烈要求
3 adj. 紧急的；急迫的
35 n. 使用；用途；发挥 vt. 利用；耗费
vi. 使用，运用
2 adj. 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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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her

2

utmost
utter

3
1

vacant
vacation
vaccinate
vaccine
vague
vain

1
1
1
3
1
1

validity
valuable
value

1
4
9

vanish
variable
variety
various
vary
vast
vault

3
2
3
6
5
2
1

vehicle

1

verdict
version
vertical

2
1
1

via
viable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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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引座员，带位员；接待员；门房
vt. 引导，招待；迎接；开辟
vi. 作招待员；当引座员
n. 极限；最大可能 adj. 极度的；最远的
vt. 发出，表达；发射
adj. 完全的；彻底的；无条件的
adj. 空虚的；空的；空缺的；空闲的；茫然的
n. 假期；注：vocation，职业
vi. 接种疫苗 vt. 给…注射疫苗
n. 疫苗；牛痘苗 adj. 疫苗的；牛痘的
adj. 模糊的；含糊的；不明确的；暧昧的
adj. 徒劳的；虚荣的；空虚的（词组：in vain，
徒劳的）
n. 有效性；正确；正确性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n. 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 评价；重视；估价
vi.消失；突然不见；成为零 vt.使不见，使消失
adj.变量的；可变的；易变的，多变的；变异的
n. 多样；种类；杂耍
adj. 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vi. 变化；变异； vt. 改变；使多样化
adj. 广阔的；巨大的；大量的；巨额的
n. 拱顶；撑竿跳；地下室 basement , undercroft
vi. 跳跃；成穹状弯曲 jump , dance pole vault 撑
竿跳，撑杆跳高
n. 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
介；媒介物
n. 结论；裁定
n. 版本=edition
n. 垂直线，垂直面
adj. 垂直的，直立的；[解剖] 头顶的，顶点的
prep. 取道，通过；经由
adj. 可行的；能养活的；能生育的
adj. 可行的；能养活的；能生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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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ce

1

victim
victory
view
viewpoint
violence
virtual
virtue
vision
visionary
vital
vitamin
vivid
voice
volume
voluntary
vote
vulnerable
wage
waistline
wake
wander
ward
warning
was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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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恶习；缺点； adj. 副的；代替的
vice versa 1 反之亦然
4 n. 受害人；牺牲品；牺牲者
3 n. 胜利；成功；克服
17 n. 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 观察；考虑；查看
1 n. 观点，看法；视角
4 n. 暴力；侵犯；激烈（形容词为 violent）
5 adj. 虚拟的；有效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
1 n.美德；优点；贞操；功效（词组 in virtue of,因为...）
1 n. 视力；美景；眼力；幻象；想象力
vt. 想象；显现；梦见
6 n. 空想家；梦想者；有眼力的人
adj. 梦想的；幻影的
2 adj. 至关重要的；生死攸关的；有活力的
1 n. 维生素； 维他命
1 adj. 生动的；鲜明的；鲜艳的
1 n. 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 表达；吐露
2 n. 量；体积；卷；音量；大量；册
adj. 大量的 vi. 成团卷起 vt. 把…收集成卷
3 n. 志愿者；自愿行动
adj. 自愿的；志愿的；自发的；故意的
8 n. 投票，选举；选票；得票数
vt. 提议，使投票；投票决定 vi. 选举，投票
3 adj. 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
脆弱的
1 n. 工资；代价；报偿 vi. 进行；发动；从事
vt. 进行；开展；发动（战争）
1 n. 腰围；腰身部分
2 vi. 醒来；唤醒；警觉 vt. 叫醒；激发
1 vi. 徘徊；漫步；迷路；离题 vt. 游荡，漫游
2 n. 病房；保卫；监视 vt. 避开；保卫；守护
1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 警告（warn 的 ing 形式）
1 n. 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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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x
weak
weaken

1
1
1

weakness
wealth
wealthy
wear
wedding

1
4
1
2
1

wedge

2

weekend

5

weekly

1

weigh

1

weight
weightless
welfare
whatever

1
3
1
3

whenever

1

whereas
wherever

1
1

whirlwind
whitener
wholesale

1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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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浪费；消耗；使荒芜
vi. 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 废弃的；多余的；荒芜的
n.蜡；蜡状物 vt.给…上蜡 adj.蜡制的；似蜡的
adj. 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vt. 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 变弱；畏缩；变软弱
n. 弱点；软弱；
n. 财富；大量；富有
n. 富人 adj. 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 穿著，磨损，耐久性 v. 穿著，用旧，耗损
n. 婚礼，婚宴；结婚；结合
v. 与…结婚（wed 的 ing 形式）
n. 楔子；楔形物；导致分裂的东西
vt. 楔入；挤进；楔住 vi. 楔入；挤进
n. 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 周末的，周末用的
n. 周刊 adj. 每周的；周刊的；一周一次的
adv. 每周一次；逐周
vt. 权衡；考虑；称…重量
vi.重量为…；具有重要性；成为…的重荷；起锚
n. 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adj. 失重的；无重量的
n. 福利；幸福；福利事业；安宁 adj. 福利的
adj. 不管什么样的 conj. 无论什么
pron. 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 每当；无论何时
adv. 不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conj. 然而；鉴于；反之
adv. 无论什么地方；究竟在哪里
conj. 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情况下
n. 旋风；旋风般的快速行动 adj. 旋风般的
n. 增白剂；漂白剂
n. 批发 adj. 批发的；大规模的
adv. 大规模地；以批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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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spread
willing
willingness
wind

5
5
2
2

wing
wingtip
wipe

1
1
2

wireless
wise

5
1

wish

2

withdraw
withhold
withstand
witness

1
1
1
1

wonder

1

workplace
workshop
worldwide
worried
worry

1
1
4
1
3

worsen

1

worth
wreak
wreaking havoc

7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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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t. 批发 vi. 批发；经营批发业
adj. 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adj. 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n. 乐意；心甘情愿；自动自发
n. 风；呼吸；气味；卷绕
vt. 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
住某人 vi. 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翼；翅膀；飞翔；派别
n. 翼尖
n. 鞭子；抽打；车夫；[机] 搅拌器
vt. 抽打；煽动；搅打（蛋，奶油）
；彻底击败
vi. 抽打；急走；拍击
n. 无线电 adj. 无线的；无线电的
adj. 明智的；聪明的；博学的
vt. 使知道；教导 vi. 了解
n. 希望；祝福；心愿
vt. 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 愿望；需要
vt. 撤退；收回；撤消；拉开 vi. 撤退；离开
vt. 保留，不给；隐瞒；抑制 vi. 忍住；克制
vt. 抵挡；禁得起；反抗 vi. 反抗
n. 证人；目击者；证据
vt 目击；证明；为…作证 vi. 作证人
n. 惊奇；奇迹；惊愕 vi. 怀疑；想知道；惊讶
vt. 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n. 工作场所（如办公室或工厂）
，车间
n. 车间；研讨会；工场；讲习班
adj. 全世界的 adv. 在世界各地
adj. 担心的
n. 担心；烦恼；撕咬 vt. 担心；发愁；折磨
vi. 担心；烦恼；撕咬
vi. 恶化；变得更坏；更坏
vt. 使恶化；使变得更坏
adj. 值…的 n. 价值；财产
vt. 发泄；报仇；实施（暴力）
肆虐；造成严重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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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ongdoing
yacht
yield

1
1
1

zone
zoom

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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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坏事；不道德的行为
n. 游艇，快艇；轻舟
n. 产量；收益
vt. 屈服；出产；放弃 vi. 屈服，投降
n. 地带；地区
n. 急速上升；嗡嗡声；变焦摄影
vi. 急速上升；摄象机移动 vt. 使摄象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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