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s New Edible Cement 词词
频表频表

1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cement 14 [si'ment] vt.巩固，加强；用水泥涂；接合 vi.粘牢 n.水泥；接合剂

4 food 14 [fu:d] n.食物；养料

5 to 14 [强 tu:, 弱 tu, 辅音前弱tə, t] adv.向前；（门等）关上 prep.到；向；（表示时间、方向）朝…方向 n.(To)人名；(柬)多；(中)脱(普
通话·威妥玛)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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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waste 13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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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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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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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akai 9 萨凯

11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2 c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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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5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concrete 6 [kən'kri:t, 'kɔnkri:t] adj.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vi.凝结 vt.使凝固；用混凝土修筑 n.具体物；凝结物

17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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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9 used 6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0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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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Machida 5 [mə'tʃidə; 'mɑ:tʃidɑ:] n.町田（城市名，位于日本本州岛东南部）

22 ma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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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material 5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24 different 4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5 japan 4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26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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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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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9 eat 3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30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1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2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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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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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pressure 3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35 process 3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36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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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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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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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ustainable 3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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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ay 3 [wei] n.方法；道路；方向；行业；习惯 adv.大大地；远远地 adj.途中的 n.(Way)人名；(中)见Wei；(英、缅)韦

41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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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3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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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halleng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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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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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47 creating 2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48 eaten 2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49 evacuees 2 n.被疏散者( evacuee的名词复数 )

50 faith 2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51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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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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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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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levels 2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5 makeshift 2 ['meikʃift] n.权宜之计；凑合；临时措施；将就 adj.临时的；权宜之计的；凑合的

56 materials 2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57 methane 2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58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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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mixed 2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0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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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particles 2 ['paː tɪklz] n.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

63 plastic 2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64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65 releasing 2 [rɪ'liː sɪŋ] n.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

66 replace 2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67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68 smell 2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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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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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tudent 2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72 temporary 2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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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use 2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7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76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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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without 2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78 working 2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79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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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djusted 1 [ə'dʒʌstid] adj.调整过的，调节了的 v.调整；校正（adjust的过去分词）

82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83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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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85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86 as 1 [æz] conj.因为；随着；虽然；依照；当…时 prep.如同；当作；以…的身份 adv.同样地；和…一样的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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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t 1 prep.在（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地点、场所、位置、空间）；以（某种价格、速度等）；向；达；因为；朝；忙于 n.阿特（老
挝货币基本单位att）；[化]砹（极不稳定放射性元素） abbr.密封的（airtight）；气温（airtemperature）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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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91 beds 1 n.床上用品，床组（bed复数） vt.安置；为…提供床铺（bed的第三人称单数）

92 bendable 1 可弯曲的

93 b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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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boil 1 [bɔil] vi.煮沸，沸腾；激动，激昂 vt.煮沸，烧开；使…激动；使…蒸发 n.沸腾，煮沸；疖子 n.(Boil)人名；(俄)博伊尔

95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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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buried 1 ['berid] adj.埋葬的；埋藏的 v.埋葬（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9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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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01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02 carb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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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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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hatham 1 ['tʃætəm] n.查塔姆（姓氏）

105 chisato 1 千里

106 coffee 1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107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08 colors 1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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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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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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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ompressing 1 [kəm'presɪŋ] n. 压缩；浓缩 动词compress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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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11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6 crushing 1 ['krʌʃiŋ] adj.压倒的；决定性的；不能站起来；支离破碎的 v.压破，征服，冲入（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7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18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119 delivered 1 [dɪ'lɪvəd] adj. 已交付的，已交货的；已送达的 v. 递送；发表（演讲）；交付（deli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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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23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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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drying 1 ['draiiŋ] n.干燥 v.把…弄干（dr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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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dible 1 ['edibl] adj.可食用的 n.食品；食物

128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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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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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njoyable 1 adj.快乐的；有乐趣的；令人愉快的

132 enjoyed 1 [ɪn'dʒɔɪd] v. 享受，喜欢（动词enjo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3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34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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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37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38 flavors 1 ['fleɪvə] n. 风味；特殊的滋味；风格；调味品 vt. 加调料于...；给...添加情趣

139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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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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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44 gray 1 [grei] adj.灰色的；苍白的；灰白头发的；阴郁的 n.灰色；暗淡的光线 vi.成为灰色或灰白 vt.使成灰色或灰白 n.(Gray)人
名；(意)格拉伊；(英、法、葡、瑞典)格雷

145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46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147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48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49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50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51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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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53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154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55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56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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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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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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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61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62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63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64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65 Kota 1 n.哥打；辛田

166 landfills 1 ['lændfɪl] n. 垃圾填埋地；垃圾填埋法 vt. 在垃圾填埋地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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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169 leftover 1 ['left,əuvə] n.残留物；吃剩的饭菜；剩余物 adj.残余的；吃剩的

170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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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72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73 lunch 1 n.午餐 vt.吃午餐；供给午餐 vi.吃午餐；供给午餐

174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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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77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8 natu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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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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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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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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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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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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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185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86 orange 1 ['ɔrindʒ, 'ɔ:-] adj.橙色的；橘色的 n.橙；橙色；桔子 n.(Orange)人名；(英)奥林奇；(法)奥朗热

187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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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189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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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eels 1 [piː l] n. 果皮 vt. 剥落；削皮 vi. 脱皮；脱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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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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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94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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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lastics 1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196 powder 1 ['paudə] n.粉；粉末；[化工][军]火药；尘土 vt.使成粉末；撒粉；搽粉于 vi.搽粉；变成粉末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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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瑞典)普雷斯

19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99 produc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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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01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02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03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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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leases 1 [rɪ'liː s] n. 释放；让渡；发行 vt. 释放；让与；准予发表；发射

206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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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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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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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11 reused 1 ['ri:ju:zd] adj.再生的 v.再用；重复利用（reuse的过去分词）

212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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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otting 1 [rɒtɪŋ] adj. 正在腐烂的 动词ro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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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6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17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18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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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21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22 spices 1 [s'paɪsɪz] n. 香味料，调味料；趣味，情趣 名词spice的复数形式

223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24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225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26 surprising 1 [sə'praiziŋ] adj.令人惊讶的；意外的 v.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的ing形式）

227 tanka 1 ['tɑ:ŋkə] n.短歌（日本三十一音节的诗体） n.(Tanka)人名；(塞、尼、匈)坦卡

228 taste 1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229 tea 1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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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32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33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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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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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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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239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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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2 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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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244 typically 1 ['tipikəli] adv.代表性地；作为特色地

245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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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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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warming 1 ['wɔ:miŋ] n.加温，暖和；气温升高 adj.让人感到暖和的 v.加温；兴奋；同情（warm的ing形式） n.(Warming)人名；
(丹、瑞典)瓦明

250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5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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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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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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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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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yuya 1 油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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