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2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Create First Map of
World's Coral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3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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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5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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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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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i 1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0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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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len 4 ['ælən] n.艾伦（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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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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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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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7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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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1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2 Arizona 2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23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4 asner 6 n. 阿斯纳

25 assisting 1 [ə'sɪst] vt. 帮助；协助 vi. 帮助；出席 n. 帮助；协助；助攻；协助的器械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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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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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las 3 n.地图集；寰椎

29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30 b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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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2 be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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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5 bleach 1 [bli:tʃ] vt.使漂白，使变白 vi.变白，漂白 n.漂白剂

36 bleaching 1 ['bliː tʃɪŋ] n. 漂白 adj. 漂白的 动词bleach的现在分词形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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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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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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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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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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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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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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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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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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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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0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51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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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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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mplete 2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55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6 conservation 3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57 coral 12 ['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adj.珊瑚的；珊瑚色的 n.(Coral)人名；(英、法、西、葡)科拉尔

58 corals 2 珊瑚

59 create 3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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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reators 1 创造者

62 damaged 2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3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4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65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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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egraded 1 [di'greidid] adj.退化的；堕落的；被降级的 v.分解（degrade的过去分词）；降低…的身份；削减

68 depended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69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0 destroyed 2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71 detailed 2 ['di:teild, di'teild] adj.详细的，精细的；复杂的，详尽的 v.详细说明（detail的过去分词）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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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4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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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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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fficacy 2 ['efikəsi, ,efi'kæsəti] n.功效，效力

79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80 enabled 1 [e'neɪbld] adj. 可激活的；已启用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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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ntire 2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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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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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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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87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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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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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90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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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ates 3 n.[建]大门；关口（gate的复数形式） v.（英）禁止外出；给…安装门（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 n.(Gates)人名；(英)盖茨

93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94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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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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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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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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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01 ha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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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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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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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106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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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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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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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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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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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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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14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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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1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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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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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nform 1 [in'fɔ:m] vt.通知；告诉；报告 vi.告发；告密

12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21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22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123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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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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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27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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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131 laun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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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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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134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5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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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loc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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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3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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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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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ap 8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142 mapped 2 ['mæpt] 动词ma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3 mapping 1 ['mæpiŋ] v.绘图；筹划（map的ing形式） n.地图；绘图；[数]映像

144 maps 3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145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46 max 1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147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48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49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150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51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52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53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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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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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ocean 2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57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8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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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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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16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6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64 ou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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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nered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168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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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ink 1 [piŋk] n.粉红色；化身，典范；石竹花；头面人物 vt.扎，刺，戳；使…变粉红色；使…面红耳赤 vi.变粉红色 adj.粉红
的；比较激进的；石竹科的；脸色发红的 n.(Pink)人名；(英、德、匈)平克；(法)潘克

171 planning 2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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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73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174 policymakers 1 n.政策制定者，决策人( policymaker的名词复数 )

175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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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riv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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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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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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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81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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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oj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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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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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186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187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188 Queensland 1 ['kwi:nzlænd; -lənd] n.昆士兰（澳大利亚州）

189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90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19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2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193 reef 4 [ri:f] n.暗礁；[地质]矿脉；收帆 vt.收帆；缩帆 vi.缩帆；收帆

194 reefs 5 [riː f] n. 暗礁；矿脉 n. 缩帆部 v. 缩帆；卷起

195 removes 1 [rɪ'muːvz] 引语排版

196 renewal 1 [ri'nju:əl] n.更新，恢复；复兴；补充；革新；续借；重申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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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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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searcher 2 [ri:'sə:tʃə] n.研究员

200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01 restoration 2 [,restə'reiʃən] n.恢复；复位；王政复辟；归还

202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03 ridge 1 [ridʒ] n.山脊；山脉；屋脊 vt.使成脊状；作垄 vi.成脊状 n.(Ridge)人名；(英)里奇

204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05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06 rock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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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德)罗克斯

207 ruth 2 [ru:θ] n.露丝（女子名）；路得；路得记

208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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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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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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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atellites 1 n. 卫星；人造卫星 名词satellite的复数形式.

213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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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薇(女名)，萨韦

214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15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16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17 seagrass 1 英 ['siː ɡrɑːs] 美 ['siː ɡræs] n. 海草

218 seawall 1 ['si:wɔ:l] n.海塘；防波堤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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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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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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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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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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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27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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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9 state 2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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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ructures 2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32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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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35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36 super 1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237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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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39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4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1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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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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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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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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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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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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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51 tool 2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252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253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54 undersea 1 ['ʌndəsi:] adj.水下的；海面下的

255 uniform 2 ['ju:nifɔ:m] adj.统一的；一致的；相同的；均衡的；始终如一的 n.制服 vt.使穿制服；使成一样

256 universities 1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257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58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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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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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us 1 pron.我们

260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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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2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6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64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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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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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268 Vulcan 1 ['vʌlkən] n.伏尔甘（火和锻冶的神）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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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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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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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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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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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76 who 2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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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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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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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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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82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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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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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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