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New Method Could
Turn Mars Water into Oxygen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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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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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4 activities 2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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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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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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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0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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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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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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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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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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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0 astronauts 1 ['æstrənɔː ts] n. 宇航员 名词astronaut的复数.

2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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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mosphere 3 n.气氛；大气；空气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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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 1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5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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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rackish 2 ['brækiʃ] adj.含盐的；令人不快的；难吃的

28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29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3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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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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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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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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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36 carb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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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rried 2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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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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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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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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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45 convert 4 [kən'və:t] vt.使转变；转换…；使…改变信仰 vi.转变，变换；皈依；改变信仰 n.皈依者；改变宗教信仰者 n.(Convert)人
名；(法)孔韦尔

46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47 could 8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4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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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51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52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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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55 demanding 1 [di'mɑ:ndiŋ] adj.苛求的；要求高的；吃力的 v.要求；查问（demand的ing形式）

56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57 deploy 1 [di:'plɔi] vt.配置；展开；使疏开 vi.部署；展开 n.部署

58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60 detail 1 ['di:teil, di'teil] n.细节，详情 vt.详述；选派 vi.画详图

61 developed 2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62 device 4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3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64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65 dirty 1 ['də:ti] adj.下流的，卑鄙的；肮脏的；恶劣的；暗淡的 vt.弄脏 vi.变脏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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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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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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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ar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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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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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72 electrolysis 4 [,ilek'trɔlisis] n.[化学]电解，[化学]电解作用；以电针除痣

73 electrolyzer 1 [i'lektrəulaizə] n.电解剂；电解器（等于electrolyser）

74 electrolyzers 1 ['elektrɒlaɪzərz] 电解槽

75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76 engineering 2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77 engineers 2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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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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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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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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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84 exist 2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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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perimented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86 experiments 2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87 exploration 2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88 explorer 1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89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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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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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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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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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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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6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97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8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99 fuel 5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00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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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gases 1 ['ɡæsɪz] n. 气体

103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04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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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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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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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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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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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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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12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3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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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16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17 hydrogen 5 ['haidrədʒən] n.[化学]氢

118 ice 1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119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20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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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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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123 intend 1 [in'tend] vt.打算；想要；意指 vi.有打算

124 in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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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nvented 2 [ɪn'ventɪd] v. 发明；创造，捏造（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已发明的

126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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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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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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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technology

129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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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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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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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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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35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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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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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ouis 1 ['lu:i] n.路易斯（男子名）

13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0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41 magnesium 1 [mæg'ni:ziəm, -ʃi-] n.[化学]镁

142 manufacture 1 [,mænju'fæktʃə] n.制造；产品；制造业 vt.制造；加工；捏造 vi.制造

143 Mars 11 [mɑ:z] n.战神；[天]火星

144 Martian 2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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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ention 2 ['menʃən] vt.提到，谈到；提及，论及；说起 n.提及，说起 n.(Mention)人名；(法)芒雄

147 method 9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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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ilder 1 [maɪld] adj. 温和的；柔和的；宽大的；清淡的

150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51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152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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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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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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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nasa 6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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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58 necessities 1 [nɪ'sesɪtɪz] n. 必需品 名词necessity的复数形式.

159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60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1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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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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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6 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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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nce 2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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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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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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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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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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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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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xygen 13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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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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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asses 1 ['paː 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178 perseverance 2 [,pɜ:sə'vɪərəns] n.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n.耐性；毅力

179 planet 4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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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nas 2 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182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83 postdoctoral 1 [pəust'dɔktərəl] adj.博士后的；博士学位取得后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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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roceedings 1 [prə'si:diŋz] n.诉讼；行动（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会议记录；议程

186 proce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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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oduce 4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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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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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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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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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94 ramani 1 拉马尼

19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6 recreating 1 [ˌriː kri'eɪt] v. 再创造；使得到休养；得到消遣；休息娱乐

197 red 3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98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199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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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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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researcher 2 [ri:'sə:tʃə] n.研究员

204 researchers 6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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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over 1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207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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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alt 3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209 salts 1 [sɔː lt] n. 盐；刺激；盐类 vt. 用盐腌；加盐于

210 salty 4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211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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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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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ciences 1 科学

214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5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16 seawater 1 ['si:,wɔ:tə, -wɔ-] n.海水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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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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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20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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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23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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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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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27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28 spacecrafts 1 [s'peɪskrɑ fːts] 航天器

229 speak 1 [spi:k] vi.说话；演讲；表明；陈述 vt.讲话；发言；讲演

230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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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u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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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ubmarines 1 ['sʌbməriː nz] n. 潜艇 名词submarine的复数形式.

234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35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6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37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38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39 surely 1 ['ʃuəli, 'ʃɔ:-] adv.当然；无疑；坚定地；稳当地

240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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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243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44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45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46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47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248 tested 2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49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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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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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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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55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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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58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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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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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61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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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63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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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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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268 us 1 pron.我们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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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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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72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3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7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5 valuable 2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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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vijay 1 维贾伊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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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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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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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2 Washington 4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83 wate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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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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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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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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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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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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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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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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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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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9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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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