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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ise. 榫眼 mortise chisel榫. Motor start马达启动 moulding

sand沙模 multimeter 万用表，多用途计量器 multi-meter万用表

multiplication乘法, 增加, (动, 植的)繁殖, 增殖 multiplier 增加者,

繁殖者, 乘数, 增效器, 乘法器 multiply 繁殖, 乘, 增加 N nacelle

发动机舱，机舱 nail指甲, 钉, 钉子 needle file 针锉 needle valve 

针形阀, 针状活门 negative 否定, 负数,阴性的；负极的 network. 

网络, 网状物, 广播网 neutralization中立化, 中立状态, [化]中和

noise噪声 ,噪音 non-shrinking非收缩性 normal正常，普通，标

准 nose cone. 火箭或飞弹之鼻锥体, 头锥体 nozzle管口, 喷嘴

nut 坚果, 螺母, 螺帽, 难解的问题 nut tap自攻螺母 nylon 尼龙 O

obstruct 阻隔, 阻塞, 遮断(道路、通道等), 阻碍物, 障碍物

obtuse angle 钝角 obtuse-angled triangle钝角三角形 occur 发生, 

出现 off-shore oil rig海上平台 oil ring oil switch油开关 oil well 油

井 oilstone油石 oldham coupling欧氏联轴节 on-site在场 open

ring wrench开口扳手 open-hearth furnace平炉 optimum最佳，

最优 orifice 孔, 口 oscillation摆动, 振动 outlet 输出；出口；引出

线，电源插座 output 产量, 输出, 输出量 out yawing外偏航 oval

nail椭圆钉 over speed过速 overaging超龄的；老朽的；旧式的

over current protection过电流保护 overhead-valve engine 顶阀发

动机, 预置气门发动机 overheat加热过度 使发展过快，使过热

overlap重叠，覆盖 overload 超载，过载，过负荷 overpressure

过压 overproduction生产过剩 overspeed 超速 over voltage过电压



oxidation氧化[作用]；氧化层 oxyacetylene welding氧乙炔焊 P 

来源：www.examda.compackaging. 包装 packaging 封装，组装

packing 压[紧]缩；组装；包装，打包 pad 焊点 焊盘；填充，

插入，拼凑篇幅；衰减器 paint 上色，着色；涂料，油漆；

paint brush漆刷 paint roller. 漆滚筒, 辊子 pallet扁平工具, 棘爪, 

货盘 panel pin panel saw parallel 并行，并联，平行 parallel

connection parallelogram平行四边形 parallels平行线 parameter 参

数[量]，变量 parity奇偶 particle粒子, 点, 极小量, 微粒, 质点

pawl掣子；棘爪；制转杆 peak 峰值，波峰 pedal踏板；踏蹬

pedestal 基架, 底座, 基础 peg 钉, 栓, 桩, 销子 pendulum 摆，振

动体；钟摆 perfect, 正确的, 熟练的, 精通的,完美的 perform. 履

行, 执行, 表演, 演出 performance 性能，特性；实绩； 【动】

完成，实现，执行 permanent永久的, 持久的 permeate 弥漫, 渗

透, 透过, 充满 permissible 可允许的, 可容许程度的 persistent持

久性，不变 personnel 人员, 职员 perspective drawing透视图

pestle and mortar 研杵 petrol engine汽油机 petroleum石油 phase 

阶段, 状态, 相, 相位 phenomena 现象 pick 抓[拾]取，挑，检，

挑选，挑拣 pile 堆积，堆，桩 pile-driver打桩机 pillar crane支柱

起重机 pilot 驾驶(飞机等), 领航, 引水 pin 插针 引脚，插头；

引线；管脚 pin puncher pin spanner pincers铁钳；钳子 pinion 

小齿轮 pipe wrench piston活塞, 瓣 piston ring. 活塞环 pitch桨矩

pitch angle桨矩角 pivot枢；枢轴；支点 plane平面, 飞机, 水平, 

程度, 刨 planet gear 行星齿轮 planetary gear 行星 planetary wheel

行星架 planimeter. 测面器, 求积计 planing machine 刨床

plano-concave lens 平凹镜 plano-convex lens平凸镜 plaster 石膏, 

灰泥, 膏药, 橡皮膏 plastic塑胶, 可塑体, 塑料制品, 整形 plastic



hammer塑胶榔头 plate clutch 盘式离合器，联轴器 platform)月

台, 讲台, 讲坛 平台 platinum 白金, 铂 plenty. 丰富, 大量 pliers. 

钳子, 老虎钳 plug 插头；插塞, 插栓 plumb line铅垂线

pneumatic drill气[风]动钻 polarization 偏振，极化 polish 抛光，

磨光 polishing machine抛光机 polyester 聚酯 polymer聚合体；

聚合物 polymidwasher poppet valve 提升阀 pore 气孔，微孔 port

端口，通信口，进出口 position 位置，定位，部位；状态

positive正(确；片，数，极)，阳性， 无条件，肯定

potential-free potentiometerr pour灌注, 倾泻, 涌入, 流 power

factor功率因数 power hammer precaution 预防, 警惕, 防范, 预防

措施； 预防方法 precise 精确的, 准确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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