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1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panies Develop
Technologies to Deal with Food Wast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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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food 20 [fu:d] n.食物；养料

5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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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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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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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ast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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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a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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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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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ith 10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4 dea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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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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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mpanies 6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7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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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ays 5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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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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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ased 4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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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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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insi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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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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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7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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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technology 4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9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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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mount 3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31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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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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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ontainer 3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34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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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fruit 3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37 fruits 3 [f'ru tːs] n. 成果 名词frui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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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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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0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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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kroger 3 n.克罗格（美国跨国公司名）

42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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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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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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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packets 3 ['pækɪts] n. 包裹；[航]班轮；[计算机]分组 名词packet的复数形式.

46 problem 3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47 ripening 3 n.[植][医]成熟，[高分子]熟成 v.[植][医]成熟（ripen的ing形式）

48 sl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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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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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pecial 3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51 treated 3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52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3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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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pples 2 ['æplz] n. 苹果 名词apple的复数形式.

56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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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beaudry 2 n. 博德里

59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60 bushel 2 ['buʃəl] n.蒲式耳 vt.修整（衣服等） n.(Bushel)人名；(英)布谢尔

61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62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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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brera 2 n.(Cabrera)人名；(葡、瑞典、英)卡布雷拉；(西)卡夫雷拉

64 compound 2 n.[化学]化合物；混合物；复合词 adj.复合的；混合的 v.合成；混合；恶化，加重；和解，妥协

65 covering 2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66 coverings 2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67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68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9 ended 2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70 estimates 2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71 fit 2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72 fresh 2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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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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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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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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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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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john 2 [dʒɔn] n.厕所

80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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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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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liters 2 ['lɪtərz] 公升

83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84 MCP 2 =Magnetic Compass Pilot 磁罗经导航

85 measuring 2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86 meat 2 [mi:t] n.肉，肉类（食用）

87 Michigan 2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88 moisture 2 ['mɔistʃə] n.水分；湿度；潮湿；降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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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packet 2 ['pækit] n.数据包，信息包；小包，小捆 vt.包装，打包

91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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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raised 2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93 refe 2 雷费

94 release 2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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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af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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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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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hoppers 2 n.购物者（shopper复数）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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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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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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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04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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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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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07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108 accuracy 1 ['ækjurəsi] n.[数]精确度，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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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11 additives 1 ['ædɪtɪvz] n. 附加剂；食物添加剂 名词additive的复数形式.

112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13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11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5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1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7 ann 1 [æn] n.安（女子名）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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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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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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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22 avocados 1 英 [ˌævə'kɑːdəʊ] 美 [ˌævə'kɑːdoʊ] n. [植]鳄梨；鳄梨树

123 awareness 1 n.意识，认识；明白，知道 n.人群对品牌或产品的认知

124 background 1 ['bækgraund] n.背景；隐蔽的位置 vt.作…的背景 adj.背景的；发布背景材料的

125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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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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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29 belding 1 n. 贝尔丁

130 Belgium 1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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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

132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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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135 buildup 1 ['bildʌp] n.增强；发展；形成；组合；树立名誉

136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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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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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40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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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43 chemistry 1 ['kemistri] n.化学；化学过程

144 chewed 1 [tʃu:] n.咀嚼；咀嚼物 vt.嚼碎，咀嚼 vi.细想，深思 n.(Chew)人名；(英)丘

145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46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47 complexity 1 [kəm'pleksiti] n.复杂，复杂性；复杂错综的事物

148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149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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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52 council 1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153 crisp 1 [krisp] adj.脆的；新鲜的；易碎的 vt.使卷曲；使发脆 vi.卷曲；发脆 n.松脆物；油炸马铃薯片 n.(Crisp)人名；(英)克里斯
普

154 crispier 1 ['krɪspi] adj. 卷曲的；脆的；易碎的；爽快的

155 crushed 1 [krʌʃt] adj. 压碎的；碾碎的；起皱的 动词cr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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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58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59 dee 1 [di:] n.D形物；D（英语字母）；学位 n.(Dee)人名；(英)迪伊

160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161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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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64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165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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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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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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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Durbin 1 n. 德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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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72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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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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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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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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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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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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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81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182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183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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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86 firm 1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187 freshness 1 ['freʃnis] n.新；新鲜；精神饱满

188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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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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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grain 1 [grein] n.粮食；颗粒；[作物]谷物；纹理 vi.成谷粒 vt.使成谷粒 n.(Grain)人名；(法)格兰

192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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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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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azel 1 ['heizəl] n.淡褐色；榛子 adj.淡褐色的；榛树的 n.(Hazel)人名；(英)黑兹尔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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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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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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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hotter 1 [hɔtə] adj.热的；热烈的

201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02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03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4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05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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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09 labs 1 abbr. 激光作用瞄准系统(=Laser Active Boresight System) abbr. 低空轰炸系统(=Low-Altitude Bombing System)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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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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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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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214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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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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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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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19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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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mazie 1 玉米

221 methane 1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222 microbes 1 ['maɪkrəʊbz] n. 微生物 名词microbe的复数形式.

223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224 moist 1 [mɔist] adj.潮湿的；多雨的；含泪的 n.潮湿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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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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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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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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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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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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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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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ranges 1 ['ɒrɪndʒs] n. 柑；桔；橙 名词orange的复数形式.

234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36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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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239 pack 1 [pæk] n.包装；一群；背包；包裹；一副 vt.包装；压紧；捆扎；挑选；塞满 vi.挤；包装货物；被包装；群集 n.(Pack)人
名；(英、德)帕克

240 package 1 ['pækidʒ] n.包，包裹；套装软件，[计]程序包 adj.一揽子的 vt.打包；将…包装

241 packing 1 ['pækiŋ] n.包装；填充物 v.包装；装满；压紧（pack的ing形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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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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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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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hysics 1 ['fiziks] n.物理学；物理现象

246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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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leasantly 1 ['plezntli] adv.愉快地；和蔼地，亲切地；友好地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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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51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52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53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54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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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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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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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缅)布

257 quantities 1 [k'wɒntɪtɪz] n. 数目，数量；工程量 名词quantity的复数形式.

258 randy 1 ['rændi] adj.好色的；喧闹的；粗俗的 n.莽汉；粗鲁悍妇 n.(Randy)人名；(英)兰迪

259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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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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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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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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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65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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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estaurants 1 餐馆

268 ripe 1 adj.熟的，成熟的；时机成熟的 n.里佩（Ripe，意、瑞典人名）

269 ripen 1 ['raipən] vt.使成熟 vi.成熟

270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71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272 rotting 1 [rɒtɪŋ] adj. 正在腐烂的 动词rot的现在分词形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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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75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76 sciences 1 科学

277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78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79 sensor 1 ['sensə, -sɔ:] n.传感器

280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281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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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84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85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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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88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289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90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91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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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93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94 sort 1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295 sound 1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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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ticker 1 ['stikə] n.尖刀；难题；张贴物；坚持不懈的人 vt.给…贴上标签价 adj.汽车价目标签的；汽车标签价的 n.(Sticker)人名；
(德)施蒂克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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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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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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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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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05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306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07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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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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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312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313 uneaten 1 [ʌn'iː tn] adj. 没吃的；剩下的

314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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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unsold 1 [,ʌn'səuld] adj.[贸易]未售出的，卖剩的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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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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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320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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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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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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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25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26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27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28 wet 1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32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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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32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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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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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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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yvette 1 [i'vet; i:-] n.伊薇特（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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