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Measure Smallest
Unit of Time Ever in 'Zeptosecond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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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elerators 1 [ək'seləreɪtəz] 加速度表

3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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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hmed 1 n.艾哈迈德（男子名）

7 albert 1 ['ælbət] n.艾伯特（男子名）

8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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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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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4 application 2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15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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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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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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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tom 1 ['ætəm] n.原子

19 atomic 1 [ə'tɔmik] adj.原子的，原子能的；微粒子的

20 atoms 2 ['ætəm] n. 原子 名词atom的复数形式.

21 awarded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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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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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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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ehave 1 [bi'heiv] vi.表现；（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27 billionth 1 ['biljənθ] adj.十亿分之一的；第十亿的 n.十亿分之一；第十亿

28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29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0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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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lculate 2 ['kælkjuleit] vi.计算；以为；作打算 vt.计算；预测；认为；打算

33 calculation 1 [,kælkju:leiʃən] n.计算；估计；计算的结果；深思熟虑

34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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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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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en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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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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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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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hemistry 1 ['kemistri] n.化学；化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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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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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44 credited 1 [k'redɪtɪd] v. 记入贷方；信用 vbl. 记入贷方；信用

45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46 crossed 1 [krɔst] adj.交叉的；划掉的；十字形的 v.交叉；越过（cro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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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49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50 desy 1 Deutsches Elektronen Synchrotron (German Electronic Synchrotron) 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

51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52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53 discovering 1 v.发现；使被知晓（discover的ing形式）

54 discovery 2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55 doctoral 1 ['dɔktərəl] adj.博士的；博士学位的；有博士学位的 n.博士论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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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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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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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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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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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63 Egyptian 1 [i'dʒipʃən] adj.埃及的；埃及人的 n.埃及人；古代埃及语

64 Einstein 1 ['ainstain] n.爱因斯坦（著名物理学家）

65 ejected 1 [ɪd'ʒektɪd] v. 喷射(驱逐；出产) adj. 被放出的

66 electron 3 [i'lektrɔn] n.电子

67 electronics 1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68 electrons 5 [e'lektrɒnz] 电子

69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70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71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72 escaping 1 [ɪ'skeɪp] n. 逃跑 动词escape的现在分词形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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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5 everywhere 1 ['evrihwεə] adv.到处 n.每个地方

76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77 expel 1 [ik'spel] vt.驱逐；开除

78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79 experiments 3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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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82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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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alls 1 [fɔ:ls] n.[水文]瀑布；陨石 v.下降（fall的第三人称单数） n.(Falls)人名；(英)福尔斯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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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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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emtosecond 1 n.飞秒

87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88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89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90 first 3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91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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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rankfurt 1 ['fræŋkfət] n.法兰克福市（德国城市）

94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5 German 4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96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97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98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99 Goethe 4 ['gə:tə] n.歌德（德国诗人，作家）

100 grundmann 1 n. 格伦德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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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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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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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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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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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lped 2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07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08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09 hydrogen 4 ['haidrədʒən] n.[化学]氢

110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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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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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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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strument 1 ['instrumənt, 'instrə-, -ment] n.仪器；工具；乐器；手段；器械

116 interference 2 [,intə'fiərəns] n.干扰，冲突；干涉

117 investigate 1 [in'vestigeit] v.调查；研究

118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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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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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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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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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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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laser 1 ['leizə] n.激光 n.(Laser)人名；(德)拉泽

12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26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127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28 light 6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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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29 like 1 [laik] vt.喜欢；想；愿意 vi.喜欢；希望 prep.像；如同 adj.同样的；相似的 n.爱好；同样的人或物 adv.可能 conj.好像

130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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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32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33 ma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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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35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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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athematics 1 [,mæθə'mætiks] n.数学；数学运算

137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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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easure 6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40 measured 3 ['meʒəd] adj.量过的；慎重的；基于标准的；有规则的 v.测量，判断（measure的过去分词）

141 measurement 2 ['meʒəmənt] n.测量；[计量]度量；尺寸；量度制

142 metals 1 ['metlz] n.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

143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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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molecular 1 [məu'lekjulə] adj.[化学]分子的；由分子组成的

146 molecule 8 ['mɔlikjul] n.[化学]分子；微小颗粒，微粒

147 molecules 1 ['mɒlɪkju lːz] n. [化]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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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50 Nobel 2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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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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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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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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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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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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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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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160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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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rg 1 [ɔ:g] abbr.非盈利组织（Otherorganizations） n.(Org)人名；(瑞典)奥里

163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164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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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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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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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article 2 ['pɑ:tikl] n.颗粒；[物]质点；极小量；小品词

169 particles 1 ['paː tɪklz] n.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

170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71 pattern 3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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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perspective 2 [pə'spektiv] n.观点；远景；透视图 adj.透视的

173 photoelectric 2 [,fəutəui'lektrik] adj.[电子]光电的

174 photon 5 ['fəutɔn] n.[物]光子；辐射量子；见光度（等于lightquantum）

175 physicists 1 ['fɪzɪsɪsts] 物理学家

176 physics 1 ['fiziks] n.物理学；物理现象

177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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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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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recise 1 [pri'sais] adj.精确的；明确的；严格的

180 precisely 1 [pri'saisli] adv.精确地；恰恰

181 prize 2 [praiz] n.奖品；奖赏；战利品 vt.珍视；捕获；估价 adj.获奖的

182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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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84 progress 2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185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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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rotons 1 质子

187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88 quadrillionth 1 [kwɔd'riljənθ] n.千万亿分之一 adv.千万亿分之一地 adj.千万亿分之一的

189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190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91 ray 1 n.射线；光线；【鱼类】鳐形目(Rajiformes)鱼 vt.放射；显出 vi.放射光线；浮现

192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193 reached 2 到达

194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195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196 reactions 1 英 [ri'ækʃənz] 美 [rɪ'ækʃənz] n. 反应（reaction的复数）

197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199 reinhard 1 n. 莱因哈德

200 releasing 1 [rɪ'liː sɪŋ] n.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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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03 represents 2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04 research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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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searchers 5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06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20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08 RN 2 [,a:r 'en] abbr.皇家海军（RoyalNavy）；注册护士（RegisteredNurse）；无线电导航（RadioNavigation）

209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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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ame 2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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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cience 3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13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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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econd 4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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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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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18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19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20 shell 1 [ʃel] n.壳，贝壳；炮弹；外形 vi.剥落；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剥皮；炮轰

221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22 shorter 2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223 shortest 1 ['ʃɔː tɪst] adj. 最短的 形容词short的最高级形式.

224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25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26 smallest 2 ['smɔː lɪst] adj. 最小的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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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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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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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pectrometer 2 [spek'trɔmitə] n.[光]分光仪

231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32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233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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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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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237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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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240 surfaces 1 英 ['sɜ fːɪs] 美 ['sɜ rː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露；在
表面工作

241 sven 1 n. 斯文

242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43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44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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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e 6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7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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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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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5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52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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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im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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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imespan 1 ['taɪmspən] n. 时间间隔

255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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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7 trillionth 1 ['triljənθ] n.（英）第一百万兆，百万兆分之一；（美）第一万亿；万亿分之一 adj.（英）第一百万兆的，百万兆分
之一的；（美）第一万亿的；万亿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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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two 4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9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260 unit 5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261 units 2 ['juːnɪts] n. 单位 名词unit的复数形式.

262 university 4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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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us 1 pron.我们

265 used 8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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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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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0 waves 3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271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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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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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4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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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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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hich 5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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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9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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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82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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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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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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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88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89 zeptosecond 6 ['zeptəskənd] n. 10-21秒

290 Zewail 2 n.(Zewail)人名；(英)泽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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