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9 [As It Is] The Debate Over Small Nuclear Reactors 词汇词汇
表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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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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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6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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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9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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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ternative 1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12 alternatives 1 [ɔː l'tɜːnətɪvz] n. 其它选择；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

13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4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5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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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8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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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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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21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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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semble 1 [ə'sembl] vt.集合，聚集；装配；收集 vi.集合，聚集

24 assembled 2 [ə'sembəld] v.装配（assemble的过去分词）；集合 adj.组合的；安装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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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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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omic 1 [ə'tɔmik] adj.原子的，原子能的；微粒子的

2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9 ba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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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1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32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3 between 4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4 billion 3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35 bombs 1 英 [bɒm] 美 [bɑːm] n. 炸弹 vt. 轰炸；投弹于 vi. 投弹；失败

36 bringing 1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37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8 British 2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9 build 10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40 building 3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1 built 3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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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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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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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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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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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r 2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47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8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49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50 Colu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

51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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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3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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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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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57 comparison 1 [kəm'pærisən] n.比较；对照；比喻；比较关系

58 components 2 英 [kəm'pəʊnənt] 美 [kəm'poʊnənt] n. 零组件；成分

59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60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61 c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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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63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4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5 critics 2 [k'rɪtɪks] 评论家们

66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67 deal 1 [d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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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l)人名；(英、西)
迪尔

68 debate 1 [di'beit] vt.辩论，争论，讨论 vi.辩论，争论，讨论 n.辩论；辩论会

69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70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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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ispose 2 [dis'pəuz] vt.处理；处置；安排 vi.处理；安排；（能够）决定 n.处置；性情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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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5 easier 2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76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77 electricity 2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78 energy 8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79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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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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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nvironmentalists 1 n.环境保护论者，人类生态学者(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

82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83 estimated 3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84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85 export 1 [ik'spɔ:t, 'eks-, 'ekspɔ:t] n.输出，出口；出口商品 vi.输出物资 vt.输出，出口

86 exporting 1 ['ɪkspɔː tɪŋ] n. 输出；出口 动词ex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87 factory 2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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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89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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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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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ocused 1 英 ['fəʊkəst] 美 ['foʊkəst] adj. 聚焦的；集中的 动词focu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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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94 for 1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5 formations 1 [fɔː 'meɪʃnz] 群系

96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7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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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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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generated 1 [d'ʒenəreɪtɪd] adj.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1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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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ould 2 n.古尔德（姓氏）

104 guarantee 1 [,gærən'ti:] n.保证；担保；保证人；保证书；抵押品 vt.保证；担保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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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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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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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09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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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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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13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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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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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7 however 3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18 IAEA 2 abbr.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国际原子能组织

119 Idaho 1 ['aidəhəu] n.爱达荷

120 imports 1 [ɪm'pɔː ts] n. 进口商品；进口货 名词import的复数形式.

121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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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23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24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25 internation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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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世界的

126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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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s 1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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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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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0 keep 2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31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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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arg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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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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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eak 1 [li:k] n.泄漏；漏洞，裂缝 vt.使渗漏，泄露 vi.漏，渗；泄漏出去 n.(Leak)人名；(英)利克；(东南亚国家华语)力

135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6 less 3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37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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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法)勒韦尔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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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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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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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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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44 megawatt 1 ['megəwɔt] n.兆瓦特，百万瓦特

145 megawatts 2 n.兆瓦，百万瓦特（电能计量单位）( megawatt的名词复数 )

146 minds 1 [maɪnd] n. 头脑；精神；心；想法；意见；心思；注意力；有才智的人；记忆；心情；理智；[宗]追思弥撒；上帝 v. 留
心；注意；专心于；介意；照顾

147 mining 1 ['mainiŋ] n.矿业；采矿

148 modular 2 ['mɔdjulə, -dʒu-] adj.模块化的；模数的；有标准组件的

14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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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52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53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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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156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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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59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60 nuclear 10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161 obeys 1 [ə'beɪ] v. 服从；遵守；顺从；听从

162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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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64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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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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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ption 1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167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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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regon 1 ['ɔrigən; -gɔn] n.俄勒冈州（美国州名）

16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0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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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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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72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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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75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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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lans 3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77 pl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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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法)普朗

178 plutonium 2 [plu:'təuniəm] n.[化学]钚（94号元素）

179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180 policy 2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81 polish 1 n.磨光，擦亮；擦亮剂；优雅，精良 vi.擦亮，变光滑 vt.磨光，使发亮；使完美;改进 v.磨光；修改；润色 adj.波兰的

182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183 power 7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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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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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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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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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roven 1 ['pru:vən] v.证明（prove的过去分词）

190 provide 4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91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192 p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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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ramana 5 拉马纳

194 reactors 4 [r'ɪæktəz] 反应器

195 refrigerator 1 [ri'fridʒəreitə, ri:-] n.冰箱，冷藏库

196 reliance 2 [ri'laiəns] n.信赖；信心；受信赖的人或物

197 rely 1 [ri'lai] vi.依靠；信赖

198 renewed 1 [ri'nju:d] adj.更新的；复兴的；重建的 v.更新；恢复（renew的过去分词）

199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00 reprocessing 1 英 ['riː 'prəʊsesɪŋ] 美 ['riː 'proʊsesɪŋ] n. 再生；(核燃料的)回收 动词reprocess的现在分词.

201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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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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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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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06 ro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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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olls 6 [rəulz] n.滚动（roll的复数）；面包卷；捆；卷轴；辊碎机 v.滚动；行驶；盘旋；辗；使左右摇晃；运转（roll的三单形
式）

208 Royce 6 [rɔis] n.罗伊斯（姓氏）

209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0 Russian 2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11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12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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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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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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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伊；(匈、罗)绍伊

214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5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16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17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18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19 signed 3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20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21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22 sma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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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24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225 SMR 7 n. 标准马来西亚橡胶

226 smrs 9 abbr.specialized mobile radio service 专用移动无线（通信）业务; specialized mobile radio system 专用移动无线（通信）系统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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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29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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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ources 2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31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32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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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34 stations 8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235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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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tored 2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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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40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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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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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5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46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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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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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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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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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5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3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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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255 time 2 [taim] n.时间；时代；次数；节拍；倍数 vt.计时；测定…的时间；安排…的速度 adj.定时的；定期的；分期的 n.(Time)人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56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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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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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5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9 treaties 1 [triː tɪz] n. 条约 名词treaty的复数形式.

260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1 Ukraine 2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62 ulc 1 abbr. (=upper lateral cartilage) 上外侧软骨；（=unit labor cost）单位劳动力成本；（=Unlimited Liability Corporation）无限责任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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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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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6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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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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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0 war 2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71 was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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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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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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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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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276 weapons 3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277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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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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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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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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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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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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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orsen 1 ['wəsən] vi.恶化；变得更坏；更坏 vt.使恶化；使变得更坏

287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28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9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90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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