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vernments, Businesses Take
Interest in Space Junk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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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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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tive 2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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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opt 1 [ə'dɔpt] vt.采取；接受；收养；正式通过 vi.采取；过继

9 adopted 1 [ə'dɔptid] adj.被收养的；被采用的 v.采用；接受（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1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2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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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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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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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8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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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2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3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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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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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tier 1 阿斯捷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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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29 Austin 1 ['ɔ:stin] n.奥斯丁（人名）；英国制汽车牌名

30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31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2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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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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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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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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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39 b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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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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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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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illionaire 1 [,biljə'nεə] n.亿万富翁

43 broke 1 [brəuk] adj.一文不名的，破产的 v.打破，断掉（break的过去式） n.(Broke)人名；(英)布罗克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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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usinesses 3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6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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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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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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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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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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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52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53 collision 1 n.碰撞；冲突；（意见，看法）的抵触；（政党等的）倾轧

54 collisions 1 [kə'lɪʒnz] 碰撞

55 command 1 [kə'mɑ:nd] vi.命令，指挥；控制 vt.命令，指挥；控制；远望 n.指挥，控制；命令；司令部 n.(Command)人名；(法)科
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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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unicating 1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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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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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62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63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64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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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7 crashes 1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6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9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70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71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72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73 deasy 3 n. 迪西

74 debris 6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7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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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8 device 3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9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80 disposal 1 [dis'pəuzəl] n.处理；支配；清理；安排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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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8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4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85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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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7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88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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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cosystem 2 ['i:kəu,sistəm, 'ekəu-] n.生态系统

90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91 elsa 1 ['elsə] n.埃尔莎（女子名，等于Elizabeth）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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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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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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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96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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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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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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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2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103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04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5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06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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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arbage 3 ['gɑ:bidʒ] n.垃圾；废物 n.(Garbage)人名；(法)加尔巴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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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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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13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14 harmfully 1 ['ha:mfəli] adv.有害地；伤害地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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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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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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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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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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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erve 1 n. 赫维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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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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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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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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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7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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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130 interfering 1 [,intə'fiəriŋ] adj.干涉的；多管闲事的 v.妨碍（interfer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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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32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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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34 is 2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5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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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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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jack 1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138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39 Japanese 1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140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41 junk 4 [dʒʌŋk] n.垃圾，废物；舢板 n.(Junk)人名；(德、捷)容克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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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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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45 launch 2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146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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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49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50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51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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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loyd 1 [lɔid] n.劳埃德（男子名）

154 long 3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55 longer 4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56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57 maezawa 1 前泽(姓,日本)

158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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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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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ater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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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4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165 met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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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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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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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69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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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171 Neumann 3 n.诺伊曼（姓氏）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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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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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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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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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176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177 objects 6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78 obstacle 1 ['ɔbstəkl] n.障碍，干扰；妨害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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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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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ld 4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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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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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85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86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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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rbit 3 ['ɔ:bit] n.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盘旋；绕轨道运行 vt.绕…轨道而行

188 orbiting 2 ['ɔː bɪtɪŋ] n. 轨道运行；旋转运动；转圈 动词orbit的现在分词.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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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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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3 outer 1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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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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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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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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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199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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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oints 3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202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0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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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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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07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08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20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10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11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12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13 proposal 4 [prəu'pəuzəl] n.提议，建议；求婚

214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15 pushes 1 [pʊʃ] v. 推；按；挤；逼迫；催促 n. 推；奋力；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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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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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缅)布

217 rais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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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reactivated 1 [ri'æktɪveɪt] v. 重新运转；恢复活动

219 reads 1 [riː d] v. 识字；阅读；朗读；理解；读到；猜测；读唇语；写着；读起来（给人以某种印象）；显示；看读数；听到；
将...改为；攻读；（计算机）读盘 n. 阅读；好读物 adj. 博学的；熟知的

220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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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fuel 1 [,ri:'fjuəl] vt.补给燃料 vi.重新得到燃料

223 relate 1 [ri'leit] vt.叙述；使…有联系 vi.涉及；认同；符合；与…有某种联系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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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moval 1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226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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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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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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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2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33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34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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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atellite 3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237 satellites 6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238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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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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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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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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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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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olved 1 英 [sɒlv] 美 [sɑ lːv] v. 解决；解答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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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omething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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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oon 2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49 space 2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50 spacex 1 n.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美国的太空运输公司）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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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ustain 2 [sə'stein] vt.维持；支撑，承担；忍受；供养；证实

253 sustainability 1 [sə̩ steɪnə'bɪləti] n. 持续性，能维持性；【环境】可持续性

254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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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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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enet 1 ['ti:net, -nit, 'te-] n.原则；信条；教义 n.(Tenet)人名；(法)特内；(英)特尼特

258 tenets 1 ['tenɪts] 原理

259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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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61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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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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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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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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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8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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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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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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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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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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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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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76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277 trash 2 [træʃ] n.垃圾；废物 vt.丢弃；修剪树枝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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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80 unwanted 3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281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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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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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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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useful 3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8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6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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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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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a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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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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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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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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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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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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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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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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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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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ork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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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1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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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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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yusaku 1 由作(名,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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