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Worry about Risks
as Earth Orbit Gets Crowded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hat 13 [ðæt, 弱ðət, ðt] pron.那；那个 adv.那么；那样 conj.因为；以至于 adj.那；那个 n.(That)人名；(德)塔特

4 satellites 12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5 to 12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普
通话·威妥玛)

6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in 11 [in] prep.按照（表示方式）；从事于；在…之内 adv.进入；当选；（服装等）时髦；在屋里 adj.在里面的；时髦的 n.执政
者；门路；知情者 n.(In)人名；(中)演(广东话·威妥玛)；(柬)殷(用于名字第一节)，因；(日)寅(名)

8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space 1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0 are 10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11 insurance 10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12 debris 9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13 it 9 [ɪt] pron.[指无生命的东西、动物、植物]它；这；那 pron.指已提到或将提及的事物、活动、经验、抽象观念等 pron.在不分性
别或情况不详时指代 pron.作无人称动词的主语，表示天气、时日、距离、状态、温度等等 abbr.信息技术
informationtechnology

14 as 8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15 or 8 conj.或，或者；还是；要不然 n.(Or)人名；(中)柯(广东话·威妥玛)；(柬)奥；(土、匈、土库、阿塞、瑞典)奥尔

16 said 8 adj.上述的，该 v.说（s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aid)人名；(西、塞、哈萨克、乌兹、吉尔、塔吉、土库、阿塞、阿拉
伯)赛义德

17 company 6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18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9 insurers 6 [ɪn'ʃuərəz] 保险人

20 companies 5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1 earth 5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22 has 5 v.有，吃，得到，从事，允许，雇用，享有（have的第三人称单数）；（亲属关系中）接受；拿；买到

23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4 collision 4 n.碰撞；冲突；（意见，看法）的抵触；（政党等的）倾轧

25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6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7 have 4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28 large 4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29 more 4 [mɔ:] adv.更多；此外；更大程度地 adj.更多的；附加的 pron.更多的数量 n.更多 n.(More)人名；(英、法)莫尔；(意、西、
以)莫雷

30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1 parker 4 n.停放车辆的人 n.(Parker)人名；(英、俄、西、瑞典、德、捷)帕克 n.(Parker)派克笔

32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3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4 about 3 [ə'baut] prep.关于；大约 adj.在附近的；四处走动的；在起作用的 adv.大约；周围；到处 n.大致；粗枝大叶；不拘小节的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35 agencies 3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36 ago 3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3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8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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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ut 3 [强 bʌt, 弱 bət, bʌt] conj.但是；而是；然而 adv.仅仅，只 prep.除…以外 n.(But)人名；(俄、罗)布特；(越)笔

40 coverage 3 n.覆盖，覆盖范围；新闻报道

41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42 increasing 3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43 kessler 3 喀斯乐

44 Leo 3 ['li:əu] n.狮子座；狮子（用于儿童故事寓言等）；利奥（男子名）

45 old 3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6 orb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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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over 3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西、
土)奥韦尔

48 percent 3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49 place 3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50 policies 3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51 possibility 3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52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53 risks 3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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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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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things 3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57 this 3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58 up 3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59 wetton 3 n. 韦顿

60 will 3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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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63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64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65 assure 2 [ə'ʃuə] vt.保证；担保；使确信；弄清楚

66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7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68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69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0 crowded 2 ['kraudid] adj.拥挤的；塞满的 v.拥挤（crowd的过去分词）

71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72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73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74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75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76 graveyard 2 ['greivjɑ:d] n.墓地

77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8 he 2 [hi:, 弱 hi, i:, i] n.男孩，男人；它（雄性动物） pron.他 n.(He)人名；(日)户(姓)；(朝)海；(柬)赫

79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80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1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82 insure 2 [in'ʃuə] vt.确保，保证；给…保险 vi.确保；投保

83 into 2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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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issue 2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85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6 john 2 [dʒɔn] n.厕所

87 left 2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88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89 market 2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90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91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92 most 2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93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94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95 objects 2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96 On 2 [ɔn, ɔ:n, ən, n] adv.向前地；作用中，行动中；继续着 prep.向，朝……；关于；在……之上；在……时候 adj.开着的；发生着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97 one 2 [wʌn] pron.一个人；任何人 adj.一的；唯一的 n.一 num.一；一个 n.(One)人名；(老)温

98 operate 2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99 orbiting 2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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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part 2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02 pieces 2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03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104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05 providing 2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106 real 2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107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08 satellite 2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109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110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11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12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113 something 2 ['sʌmθiŋ] pron.某事；某物 n.重要的人；值得重视的事 adv.非常；有点；大约 adj.大约；有点象

114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115 spacex 2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116 story 2 ['stɔ:ri] n.故事；小说；新闻报道；来历；假话 vt.用历史故事画装饰 vi.说谎 n.(Story)人名；(英)斯托里

117 term 2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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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0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121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22 type 2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123 universities 2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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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worry 2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126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27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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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29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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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erospace 1 ['εərəuspeis] n.航空宇宙；[航]航空航天空间

132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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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35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136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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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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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40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41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43 axa 1 ['æksə] abbr.法国安盛（AXAFinancial，Inc）

144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4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46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147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48 bits 1 ['bɪts] n. 齿片；位 名词bit的复数形式.

149 bousquet 1 n. 布斯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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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52 businessman 1 ['biznismæn] n.商人

153 by 1 prep.通过；被；依据；经由；在附近；在……之前 adv.通过；经过；附近；[互联网]白俄罗斯的国家代码顶级域名

154 can 1 vt.将…装入密封罐中保存 aux.能；能够；可以；可能 n.罐头；（用金属或塑料制作的）容器；（马口铁或其他金属制作
的）食品罐头

155 capability 1 [,keipə'biləti] 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

156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57 carolyn 1 ['kærəlin] n.卡洛琳（女子名）

158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59 Charles 1 [tʃɑ:lz] n.查尔斯（人名）

160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161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62 Cohn 1 科恩 n.(Cohn)人名；(英、法、德、罗、瑞典)科恩

163 collisions 1 [kə'lɪʒnz] 碰撞

164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65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66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167 concentration 1 [,kɔnsən'treiʃən] n.浓度；集中；浓缩；专心；集合

168 concentrations 1 [kɒnsənt'reɪʃnz] 浓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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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71 crashes 1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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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crashing 1 ['kræʃiŋ] adj.彻底的；最好的；猛撞的 v.打碎（crash的ing形式）

173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74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5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76 denis 1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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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9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8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81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182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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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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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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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88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89 English 1 ['iŋgliʃ] adj.英国人的；英国的；英文的 n.英语；英国人；英文；英格兰人 vt.把…译成英语

190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91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192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93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94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95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96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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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99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200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201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202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203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04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205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206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07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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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10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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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hussain 1 侯赛因

21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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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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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17 inactive 1 [in'æktiv] adj.不活跃的；不活动的；怠惰的；闲置的

21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19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22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21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22 insured 1 [in'ʃuəd] n.被保险人 adj.已投保的 v.确保；给…保险（insu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insurer 1 [in'ʃuərə] n.保险公司；承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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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226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227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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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30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231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32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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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235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23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7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38 losses 1 ['lɒsɪz] n. 损耗 名词loss的复数形式.

239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40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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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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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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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47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248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49 nasa 1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250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5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52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53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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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noor 1 努尔

256 no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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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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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59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60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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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262 orbits 1 英 ['ɔː bɪt] 美 ['ɔː rbɪt] n. 势力范围；眼眶；轨迹 vt. 绕轨道而行；进入轨道 vi. 盘旋

26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4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265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66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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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ayments 1 ['peɪmənts] 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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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71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72 privately 1 ['praivitli] adv.私下地；秘密地

273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74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275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276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77 pulling 1 ['pʊlɪŋ]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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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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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eported 1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82 requests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83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84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85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286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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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ay 1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89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90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91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92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93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94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95 some 1 adj.一些；某个；大约；相当多的 pron.一些；若干；其中的一部分；（数量不确切时用）有些人 adv.非常；相当；<美
>稍微

296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97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98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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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301 strikes 1 [straɪk] n. 罢工；打击；殴打 v. 打；撞；罢工；划燃

302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3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0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05 suspected 1 英 [səs'pektɪd] 美 [sə'spektɪd] adj. 可疑的；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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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307 telecommunications 1 n.通讯行业：服务类型变更，缴纳话费，账户总览等所有业务均可通过移动设备完成

308 than 1 [ðæn, 弱ðən, ðn] conj.比（用于形容词、副词的比较级之后）；除…外（用于other等之后）；与其…（用于rather等之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309 their 1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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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2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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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315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316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17 uninsurable 1 英 [ˌʌnɪn'ʃʊərəbl] 美 [ˌʌnɪn'ʃʊrəbl] adj. 不可予以保险的

318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19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320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321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2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3 we 1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324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2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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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ords 1 [wə:dz] n.[计]字（word的复数）；话语；言语 v.用言语表达（word的三单形式）

328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29 worrying 1 ['wʌriiŋ, -'wə:-] adj.令人担心的；烦恼的 v.担心（worr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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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xl 1 [ˌeks'el] abbr. 特大号（=extra large）

332 zainab 1 宰纳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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