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lorida Keys to Use
Genetically Modified Mosquitoes to Fight Diseas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2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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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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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5 aedes 2 [ei'i:di:z] n.伊蚊（一种传染黄热病的蚊子）；豹脚蚊

6 aegypti 2 埃及伊蚊

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8 agencies 2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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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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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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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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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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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7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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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20 approved 2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1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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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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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5 associa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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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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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ance 1 ['bæləns] n.平衡；余额；匀称 vt.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vi.保持平衡；相称；抵销 n.(Balance)人名；(西)巴兰塞

28 Barry 1 ['bæri] n.巴里（男子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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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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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2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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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forehand 2 [bi'fɔ:hænd] adv.事先；预先 adj.提前的；预先准备好的

35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36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37 biotechnology 1 [,baiəutek'nɔlədʒi] n.[生物]生物技术；[生物]生物工艺学

38 bird 1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39 bite 2 [bait] vt.咬；刺痛 n.咬；一口；咬伤；刺痛 vi.咬；刺痛 abbr.机内测试设备（Built-InTestEquipment） n.(Bite)人名；(匈)比泰

40 board 3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41 borne 2 [bɔ:n] v.忍受；负荷；结果实；生子女（bear的过去分词） n.(Borne)人名；(德、西、法)博尔内

42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43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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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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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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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0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1 cayman 1 ['keimən] n.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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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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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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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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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alition 1 [,kəuə'liʃən] n.联合；结合，合并

59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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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62 compan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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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4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5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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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anny 2 ['kræni] n.裂隙，裂缝

68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69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70 dengue 2 ['deŋgi] n.[内科]登革热 n.(Dengue)人名；(葡、刚(布))登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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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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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isease 4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4 diseases 3 [dɪ'ziː zɪz] 病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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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7 eats 1 [i:ts] abbr.设备准确度测试站（EquipmentAccuracyTestS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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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80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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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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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85 engineered 1 ['endʒɪn'iərd] adj. 设计的；工程监督的 动词engin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6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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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nvironment 4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89 environmental 2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90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91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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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perimental 1 [ek,speri'mentəl, ek's-] adj.实验的；根据实验的；试验性的

94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95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6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97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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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100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01 females 1 ['fiː meɪlz] 女性

102 fever 1 ['fi:və] n.发烧，发热；狂热 vt.使发烧；使狂热；使患热病 vi.发烧；狂热；患热病

103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04 f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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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ittest 1 [fɪtɪst] adj. 适当的；胜任的 形容词fit的最高级.

106 Florida 8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07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8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9 frog 1 [frɔg] n.青蛙；[铁路]辙叉；饰扣 vi.捕蛙 n.(Frog)人名；(俄)弗罗格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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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gage 2 [geidʒ] vt.以…为担保；以…为赌注 n.计量器；挑战；抵押品 n.(Gage)人名；(塞)加格；(英)盖奇；(葡)加热

112 genetic 2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113 genetically 6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114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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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Gorman 2 n. 戈尔曼

117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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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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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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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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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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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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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umans 3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26 Hunts 1 [hʌnts] n.狩猎，追捕（hunt的复数形式） v.狩猎，搜索（hunt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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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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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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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32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133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34 insecticides 1 [ɪn'sektɪsaɪdz] 杀虫剂

135 insects 1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136 interacting 1 [ɪntə'ræktɪŋ] n.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

137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38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9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ːl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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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slands 2 ['ailənds] n.群岛（island的复数）；岛屿

142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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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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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45 kevin 1 ['kevin] n.凯文（男子名）

146 keys 7 n.（钢琴等的）键；[计]密钥（key的复数）；关键帧 v.键入；调整…的调子（key的三单形式） n.(Keys)人名；(英)基斯

147 kills 1 [kɪl] v. 杀死；终止；消灭；使痛苦；消磨；使精疲力竭 n. 杀；猎获物

148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49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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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2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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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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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5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56 male 2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157 males 1 ['meɪlz] n. 壮丁；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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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ate 2 [meit] n.助手，大副；配偶；同事；配对物 vt.使配对；使一致；结伴 vi.交配；成配偶；紧密配合 n.(Mate)人名；(日)蛏
(姓)；(西、意、塞)马特；(波黑)马特；(罗、俄)马泰

160 mates 1 [meɪt] n. 配偶；伙伴；同事 vt. 使 ... 配对；使 ... 一致 vi. 交配

161 max 1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16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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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eeting 2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65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66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67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68 modified 7 英 ['mɒdɪfaɪd] 美 ['mɒdəˌfaɪd] adj. 修改的



169 Moreno 3 莫雷诺（男子名）

170 mosquito 8 [mə'ski:təu] n.蚊子

171 mosquitoes 8 n. 蚊子 名词mosquito的复数形式.

172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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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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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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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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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9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181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182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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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85 offspring 2 ['ɔfspriŋ, 'ɔ:-] n.后代，子孙；产物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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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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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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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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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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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ptions 1 ['ɒpʃnz] 选择；选择权,名词option的复数形式

192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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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rganism 1 ['ɔ:gənizəm] n.有机体；生物体；微生物

194 organisms 2 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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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97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8 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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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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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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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202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03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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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06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07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08 plan 2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09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10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11 plants 2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212 population 2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13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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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redator 2 ['predətə] n.[动]捕食者；[动]食肉动物；掠夺者

216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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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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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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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roject 7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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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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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rotein 2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224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25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26 questioned 2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27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2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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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elease 3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31 relea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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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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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epor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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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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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236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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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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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41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42 selection 1 [si'lekʃən] n.选择，挑选；选集；精选品

243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44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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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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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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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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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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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51 species 2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252 spider 1 ['spaidə] n.蜘蛛；设圈套者；三脚架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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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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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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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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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60 survive 2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261 te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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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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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 5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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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e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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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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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70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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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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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27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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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4 transmission 1 [trænz'miʃən, træns-, trɑ:n-] n.传动装置，[机]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

275 transmit 2 [trænz'mit, træns-, trɑ:n-] vt.传输；传播；发射；传达；遗传 vi.传输；发射信号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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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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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unplanned 1 [ˌʌn'plænd] adj. 无计划的；意外的；在计划外的

280 us 1 pron.我们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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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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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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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7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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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l 2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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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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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9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93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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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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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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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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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ray 1 n. 雷

299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0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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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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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304 zika 1 济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