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ficials Hope New
Technologies Will Reduce Warming Gass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2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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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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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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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7 addiction 2 [ə'dikʃən] n.上瘾，沉溺；癖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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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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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riculture 2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11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2 all 1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13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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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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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ntonio 1 [æn'təuniəu] n.安东尼奥（男名）

21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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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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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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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25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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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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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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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mosphere 6 n.气氛；大气；空气

29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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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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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3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4 biofuels 1 [biəf'juːəlz] 生物燃料

35 blame 1 ['bleim] vt.责备；归咎于 n.责备；责任；过失

36 brink 2 [briŋk] n.（峭壁的）边缘 n.(Brink)人名；(德、英、荷、丹、瑞典)布林克

37 burn 1 [bə:n] vt.燃烧；烧毁，灼伤；激起…的愤怒 vi.燃烧；烧毁；发热 n.灼伤，烧伤；烙印 n.(Burn)人名；(英)伯恩

38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39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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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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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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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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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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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44 carb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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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6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47 cement 1 [si'ment] vt.巩固，加强；用水泥涂；接合 vi.粘牢 n.水泥；接合剂

48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9 cleaner 1 ['kli:nə] n.[化工]清洁剂；清洁工；干洗店；干洗商；洗洁器

50 cliff 1 [klif] n.悬崖；绝壁 n.(Cliff)人名；(英)克利夫

51 climate 3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2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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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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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56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57 controversial 2 [,kɔntrə'və:ʃəl] adj.有争议的；有争论的

58 controversy 1 ['kɔntrə,və:si] n.争论；论战；辩论

59 cop 2 [kɔp] vt.抓住 n.巡警，警官 n.(Cop)人名；(塞、捷)措普；(土)焦普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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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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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3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4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65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66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67 Dana 1 ['deinə] n.美国德纳（美国汽车公司）

68 decreasing 1 [di'kri:siŋ] adj.渐减的 v.减少；缩减（decrease的ing形式）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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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forestation 2 [di:,fɔri'steiʃən] n.采伐森林；森林开伐

71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72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73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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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76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77 dioxide 5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78 disagreement 1 [,disə'gri:mənt] n.不一致；争论；意见不同

79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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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82 ear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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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84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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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86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87 effects 2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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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lizabeth 1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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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missions 3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92 energy 9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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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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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6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97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98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9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0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01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2 figuratively 1 ['figjurətivli] adv.比喻地；象征性地

103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4 forests 2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105 fossil 8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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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uels 10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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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ases 1 ['ɡæsɪz] n. 气体

110 gass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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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1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13 Glasgow 2 ['glɑ:sgəu] n.格拉斯哥（英国城市名）

114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15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16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17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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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rantham 1 ['grænθəm] n.格兰瑟姆（姓氏）

120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21 green 2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22 greenhouse 1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123 guterres 1 古特雷斯

124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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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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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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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eat 3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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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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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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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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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134 hydrogen 2 ['haidrədʒən] n.[化学]氢

135 ideas 1 观念

136 iea 1 abb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国际教育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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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mmediate 2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39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40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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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42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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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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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industries 2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147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48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49 intergovernmental 1 ['intə,gʌvən'mentəl] adj.政府间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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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世界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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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153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4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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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6 john 2 [dʒɔn] n.厕所

157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58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59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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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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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eaks 1 [liː k] v. 渗；漏；泄露 n. 漏洞；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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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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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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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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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67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8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69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170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71 methane 4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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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74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75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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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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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176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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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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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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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79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80 natu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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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182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83 need 4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84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5 newer 1 [n'juːər] adj. 较新的 形容词new的比较级.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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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8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189 occurrence 1 [ə'kə:rəns, -'kʌ-] n.发生；出现；事件；发现

190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1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92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93 oil 2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94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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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96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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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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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1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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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03 panel 1 ['pænl] n.仪表板；嵌板；座谈小组，全体陪审员 vt.嵌镶板 n.(Panel)人名；(英、法)帕内尔

204 Paris 1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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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07 pipelines 1 ['paɪplaɪn] n. 管道；管线；渠道 v. 用管道运输

208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209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0 pl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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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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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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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14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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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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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18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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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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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1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22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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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ductions 1 n.减少(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 降低; [数学]约简; [摄影术]减薄

225 refer 1 [ri'fə:] vi.参考；涉及；提到；查阅 vt.涉及；委托；归诸于；使…求助于

226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27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28 released 3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9 renewable 7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230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31 replaced 2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2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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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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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stored 1 [rɪ'stɔː d] adj. 恢复的

237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38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39 risen 1 ['rizən] adj.升起的 v.升高；站起来；反抗（rise的过去分词）

240 rising 2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41 Robinson 3 ['rɔbinsn] n.罗宾逊（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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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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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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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246 scientists 6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47 Scotland 1 ['skɔtlənd] n.苏格兰

248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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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he 3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251 shipping 1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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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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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lowing 1 英 [sləʊɪŋ] 美 [sloʊɪŋ] n. 慢化；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

255 solar 1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尔

256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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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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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59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60 stays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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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262 steep 1 [sti:p] adj.陡峭的；不合理的；夸大的；急剧升降的 vt.泡；浸；使…充满 vi.泡；沉浸 n.峭壁；浸渍

263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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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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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r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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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269 such 7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70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1 sustainable 2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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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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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echnologies 4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75 temperature 2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76 temperatures 2 ['temprətʃəz] 温度

277 tenth 1 [tenθ] num.第十；十分之一 adj.十分之一的；第十个的

278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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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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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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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8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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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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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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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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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92 trapping 2 ['træpɪŋ] n. 诱捕 （复数）trappings: 装饰物； 象征的符号. 动词trap的现在分词.

293 traps 1 [træps] n.[计]陷阱；圈套（trap的复数形式）；手提行李；随身用物品

294 trees 1 [triː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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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复数形式

295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96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97 untested 1 [ˌʌn'testɪd] adj. 未试验的；未测试的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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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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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03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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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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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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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arm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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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308 was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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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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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ells 1 [welz] n.威尔斯（姓氏）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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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313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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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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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318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9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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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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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2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3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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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6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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