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11-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Expand Plans for
Removing Carbon Dioxide From Air 词汇表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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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3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 advises 1 [əd'vaɪz] vt. 劝告；通知；忠告；建议 vi. 提建议
6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7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8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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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greements 1 [əɡ'riːmənts] n. 协定
10 air 20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1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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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5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8 are 6 [强ɑ:, 弱ə] v.是（be的第二人称单复数现在式） n.公亩 n.(Are)人名；(意、西、芬)阿雷
19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0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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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hley 2 n.艾希莉（人名）
22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at 7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2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atmosphere 3 n.气氛；大气；空气
25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6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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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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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alt 2 ['bæsɔ:lt] n.[岩]玄武岩；黑陶器 n.(Basalt)人名；(西)巴萨尔特
29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0 basin 1 ['beisən] n.水池；流域；盆地；盆 n.(Basin)人名；(俄)巴辛；(法)巴赞
31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2 believed 1 [bɪ'liːv] v. 相信；认为
33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28

特

big 4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35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36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34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37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both

boxes 1 英 [bɒksɪs] 美 [bɑːksɪs] n. 男式平角内裤 n. 盒子，箱子（名词box的的复数形式）
39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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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 2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41 built 2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2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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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uy 2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45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46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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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48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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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的）食品罐头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50 capacity 2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51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52 capture 12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53 captures 3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54 carbon 29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5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6 center 4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49

(Center)人名；(英)森特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8 chi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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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60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61 circles 1 英 ['sɜːkl] 美 ['sɜːrkl] n. 圆圈；圈子；包厢 v. 划圈；包围；盘旋；环绕
62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3 climate 4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64 colin 1 ['kɔlin] n.科林（男子名）
65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66 Columbia 2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67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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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mmercial 2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70 companies 8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71 compan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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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73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74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75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76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77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8 created 1 [kri'ː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79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80 Daniel 1 ['dænjəl] n.丹尼尔（男子名）
81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82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83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8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5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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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7 dioxide 15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88 direct 12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86

关系
89

do 1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91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92 earning 1 n.收入；所赚的钱 v.赚得(earn的现在分词)；挣钱；生（利）；获（利）
93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94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9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6 egger 1 ['egə] n.收集鸡蛋者；食叶蛾 n.(Egger)人名；(法)埃热；(英、德、匈、意)埃格
97 eggers 1 n. 埃格斯
98 energy 5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9 engineering 3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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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02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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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5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06 expand 2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07 expertise 1 [,ekspə:'ti:z] n.专门知识；专门技术；专家的意见
108 experts 3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9 exploding 1 英 [ɪk'spləʊd] 美 [ɪk'sploʊd] vi. 爆炸；激增；爆发 vt. 使爆炸；驳倒
110 extent 2 [ik'stent] n.程度；范围；长度
111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12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3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104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fan 1 [fæn] vt.煽动；刺激；吹拂 vi.成扇形散开；飘动 n.迷；风扇；爱好者 n.(Fan)人名；(法、俄)法恩；(柬)方
115 fans 2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116 few 3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17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114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Fields 2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119 fighting 2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20 filter 2 [filtə] vi.滤过；渗入；慢慢传开 n.滤波器；[化工]过滤器；筛选；滤光器 vt.过滤；渗透；用过滤法除去 n.(Filter)人名；
118

(德)菲尔特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2 forcefully 1 ['fɔ:sfəli] adv.强有力地；激烈地；有说服力地
123 formations 1 [fɔː'meɪʃnz] 群系
124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25 friedmann 2 n. 弗里德曼
126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7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28 gas 4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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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sses 5 [ɡæs] n. 煤气；气体；汽油；空话 vt. 使吸入毒气；毒(死)；给 ... 加汽油 vi. 空谈；加汽油
130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31 goal 2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32 goals 2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33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34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35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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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ave 3 [hæv, 弱həv, əv, v] vt.有；让；拿；从事；允许 aux.已经 n.(Have)人名；(芬)哈韦；(德)哈弗
137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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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heated 1 ['hi:tid] adj.热的；激昂的；激动的 v.加热；使兴奋（heat的过去分词）
13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40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41 Iceland 4 ['aislənd] n.冰岛（欧洲岛名，在大西洋北部，近北极圈）
14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3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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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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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reased 1 [ɪn'kriː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46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47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4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4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0 injected 1 充血的 注入的
151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144

关系的；世界的

int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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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154 invests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55 inward 1 ['inwəd] adj.向内的；内部的；精神的；本质上的；熟悉的 adv.向内；内心里 n.内部；内脏；密友 n.(Inward)人名；(英)
152

英沃德

is 2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7 i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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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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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9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60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61 julio 1 n. 夏利奥(男人名)
162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158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k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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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65 largest 2 ['laːdʒɪst] adj. 最大的
166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67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163

名；(法)勒韦尔

like 2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69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70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71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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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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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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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75 machines 1 [mə'ʃiː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76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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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9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80 McCormick 3 [mə'kɔ:mik] n.味可美食品；味好美食品（公司名）；麦考密克（姓氏，特指麦克科米克收割机的发明者）
181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82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83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84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185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86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8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8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9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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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以)莫雷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91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92 must 3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190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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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natural 2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95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96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97 needs 2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98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9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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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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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2 occidental 1 [,ɔksi'dentəl] n.西方人；欧美人 adj.西方的；西洋的
203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4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05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206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07 offset 1 [,ɔf'set, ,ɔ:-, 'ɔfset, 'ɔ:-] n.抵消，补偿；平版印刷；支管 vt.抵消；弥补；用平版印刷术印刷 vi.装支管
208 offsets 1 英 ['ɒfset] 美 ['ɔːfset] vt. 抵消；弥补；用平版印刷 vi. 形成分支 n. 补偿；平版印刷；支派；弯管；[计]偏移量
209 oil 4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210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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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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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perate 2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13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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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rca 4 ['ɔ:kə] n.逆戟鲸（等于Orcinusorca）；类逆戟鲸；兽人；魔鬼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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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7 out 1 [aut] adv.出现；在外；出局；出声地；不流行地 adj.外面的；出局的；下台的 n.出局 prep.向；离去 vi.出来；暴露 vt.使熄
216

灭；驱逐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219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218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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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22 per 3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23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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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ermian 1 ['pə:miən] adj.二叠纪的 n.[地质]二叠纪
225 petroleum 1 [pi'trəuliəm, pə-] n.石油
226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2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28 plans 3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29 plant 4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220

特；(法)普朗

planting 1 ['plɑ:ntiŋ, 'plæn-] n.栽培，种植；花圃 v.播种；移植（plant的ing形式）；安置 n.(Planting)人名；(芬、瑞典)普兰廷
231 plants 4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230

式）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3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34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232

西、瑞典)普雷斯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36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235

的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38 produced 2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39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40 productive 1 [prəu'dʌktiv] adj.能生产的；生产的，生产性的；多产的；富有成效的
241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42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43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244 pumped 1 [pʌmpt] adj.（肌肉由于过度运动）肿胀的；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腐心的 v.用泵送；汲取；使喘不过气来（pump的
237

过去分词）
245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47 reaches 1 [riː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48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49 recaptured 1 英 [ˌriː'kæptʃə(r)] 美 [ˌriː'kæptʃər] v. 重新获得；再次经历；重温；再俘获 n. 重获；重获之物；再捕获
25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51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52 releases 1 [rɪ'liːs] n. 释放；让渡；发行 vt. 释放；让与；准予发表；发射
253 releasing 1 [rɪ'liːsɪŋ] n.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54 removal 4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55 remove 2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56 removed 2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57 removing 4 [riː'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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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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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61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62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63 reverse 2 [ri'və:s] n.背面；相反；倒退；失败 vt.颠倒；倒转 adj.反面的；颠倒的；反身的 vi.倒退；逆叫
264 Reykjavik 1 ['reikjəvik; -vi:k] n.雷克雅维克（冰岛首都）
265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66 rock 2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267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68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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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拉伯)赛义德
269

s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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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1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272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73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74 services 4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75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276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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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人名；(英)斯莫尔
278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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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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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outhwestern 1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281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279

(德)施坦达德

starting 1 ['stɑːt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83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84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85 stone 1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282

(英)斯通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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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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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tripe 1 [straip] n.条纹，斑纹；种类 vt.加条纹于…
291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92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93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294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95 suck 2 [sʌk] vt.吸吮；吸取 vi.吸吮；糟糕；巴结 n.吮吸
296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97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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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的）售得金额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99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ːr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300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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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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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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05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06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0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9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10 this 5 [ðis, 弱ðəs] pron.这；这个；这里 adj.这；本；这个；今 adv.这样地；这么 n.(This)人名；(法)蒂斯
311 Thompson 2 ['tɔmpsn] n.汤普森（姓）
312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13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14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315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16 to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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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普通话·威妥玛)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18 ton 2 [tʌn, tuŋ] n.吨；很多，大量 n.(Ton)人名；(西、俄、捷、荷)托恩；(柬)敦；(东南亚国家华语)通；(朝)敦
319 tons 4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32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21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22 trees 1 [triː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317

的复数形式
323

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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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32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6 underground 3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324

先锋派团体

unimaginable 1 [,ʌni'mædʒinəbl] adj.不可思议的；难以想像的
328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29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30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331 up 2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332 urgent 1 ['ə:dʒənt] adj.紧急的；急迫的
333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4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5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36 volcanic 2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337 want 1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338 warnings 1 n. 警告信息（warning的复数形式）
33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0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341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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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hat 2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343 when 1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327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344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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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46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4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8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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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0 within 3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51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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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345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4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55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56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57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8 yearly 2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359 years 7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60 York 2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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