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ese Company Turns
Unused Rice into Plastic Product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e 4 [eib] n.亚伯（男子名，等于Abraham）

2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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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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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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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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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8 admits 1 [əd'mɪt] vt. 承认；允许进入；给…进入的权利；容纳 vi. 承认；允许进入；允许

9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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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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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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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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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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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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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0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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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ic 1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22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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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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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ag 1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24 bags 1 n.[包装]包（bag的复数形式） v.把…装入袋中（bag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5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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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asically 1 ['beisikəli] adv.主要地，基本上

28 battery 1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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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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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3 biodegradable 1 [,baiəudi'greidəbl] adj.生物所能分解的，能进行生物降解的

34 biomass 4 ['baiəumæs] n.（单位面积或体积内的）[生态]生物量

35 bring 2 vt.拿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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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roken 2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3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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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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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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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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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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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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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45 carb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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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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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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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nter)人名；(英)森特

49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50 cleanup 1 ['kli:nʌp] n.清除；暴利；清扫工作；第四防守位置 adj.第四位击球员的

51 cleared 1 [klɪəd] adj.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2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53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54 combining 1 [kəm'bainiŋ] adj.化合的，结合性的 v.结合（combine的ing形式）

55 come 2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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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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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9 compan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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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cre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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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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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operative 1 [kəu'ɔpərətiv] adj.合作的；合作社的 n.合作社

6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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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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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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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70 disaster 3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71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72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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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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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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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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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77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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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80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81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82 employs 1 [ɪm'plɔɪ] v. 雇佣；使用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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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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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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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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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ploded 1 [ik'spləudid] adj.爆炸了的；分解的；被破除的 v.爆炸（explode的过去分词）

89 factory 3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90 farmer 2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91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92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93 Fiel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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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lee 1 [fli:] vi.逃走；消失，消散 vt.逃跑，逃走；逃避

9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9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7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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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reshly 1 ['freʃli] adv.新近；精神饱满地

100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1 fukushima 4 n. 福岛

102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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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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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06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07 grown 2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108 ha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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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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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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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12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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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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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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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16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7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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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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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21 imazu 2 n. 今津(在日本；东经 136º01' 北纬 35º25')

122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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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4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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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nvite 1 [in'vait, 'invait] vt.邀请，招待；招致 n.邀请

127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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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Japanese 2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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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jinichi 1 仁一

131 jobs 3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32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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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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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konno 1 n. 康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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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arg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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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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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9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40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41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42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43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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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ocally 1 ['ləukəli] adv.局部地；在本地

14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7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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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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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anufacturing 3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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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153 materi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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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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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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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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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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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60 namie 7 n. 浪江(在日本；东经 140º58' 北纬 37º28')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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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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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164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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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7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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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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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70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71 nuclear 4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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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74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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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76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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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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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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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181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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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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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84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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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187 pellet 1 ['pelit] n.小球；[军]小子弹（枪用） vt.将…制成丸状；用子弹打；用小球扔 n.(Pellet)人名；(西)佩列特；(法)佩莱；(德)
佩勒特

188 pellets 2 ['pelits] n.芯块，小球（pellet的复数）；靶丸 v.使形成小球（pell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89 people 10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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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2 plastic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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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4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9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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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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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roducts 3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99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200 radioactive 2 [,reidiəu'æktiv] adj.[核]放射性的；有辐射的

201 reactors 1 [r'ɪæktəz] 反应器

202 recover 2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203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4 recycler 1 [ri:'saiklə] n.[计]反复循环器，[化工]再循环器

205 reduces 1 英 [rɪ'djuːs] 美 [rɪ'duːs] v. 减少；缩小；使落魄；简化；还原

206 relea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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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08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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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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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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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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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esin 3 ['rezin] n.树脂；松香 vt.涂树脂；用树脂处理 n.(Resin)人名；(俄)列辛；(法)勒森

214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15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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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17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8 rice 15 [rais] n.稻；米饭 vt.把…捣成米糊状 n.(Rice)人名；(瑞典)里瑟；(塞)里采；(英)赖斯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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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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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德)罗克斯

220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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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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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atoshi 1 禅洲(姓,日本)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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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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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ell 2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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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229 shopping 2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230 since 3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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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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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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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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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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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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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ouvenir 1 [,su:və'niə, 'su:vəniə] n.纪念品；礼物 vt.把…留作纪念

238 souvenirs 1 [suːvə'niəz] n. 纪念品（souvenir的复数形式）

239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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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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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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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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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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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4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6 takemitsu 1 武光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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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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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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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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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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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5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5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5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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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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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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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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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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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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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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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65 tonnes 2 n. 公吨（tonne的复数）；额定载荷

266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67 town 5 [taun] n.城镇，市镇；市内商业区 n.(Town)人名；(英)汤

268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269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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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urns 2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272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3 unused 1 [,ʌn'ju:zd] adj.不用的；从未用过的

274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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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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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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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9 vacation 1 [və'keiʃən] n.假期；（房屋）搬出 vi.休假，度假

280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81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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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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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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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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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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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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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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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1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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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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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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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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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ork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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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7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298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299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00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01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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