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land Turns into Open-Air
Lab for Volcanologists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ivity 3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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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vanced 2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 advances 1 [əd'vaː nsɪz] n. 接近；主动姿态（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 v. 前进，进展（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5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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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8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9 amounts 2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0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an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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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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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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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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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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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 2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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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lantic 1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20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21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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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4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25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26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27 better 3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28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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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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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nary 5 [kə'nεəri] n.[鸟]金丝雀；淡黄色 n.(Canary)人名；(英)卡纳里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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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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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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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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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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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39 Cornell 1 [kɔ:'nel] n.康奈尔（姓氏）

40 crops 1 n.农作物（crop的复数）；收成；[冶]切头 v.种植（crop的三单形式）；收割；修剪；产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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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42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43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44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45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46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47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4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9 die 1 [dai] vi.死亡；凋零；熄灭 vt.死，死于… n.冲模，钢模；骰子 n.(Die)人名；(西)迭；(阿拉伯)迪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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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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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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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arthquakes 1 ['ɜːθkweɪks] n.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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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58 Emilio 1 n. 埃米利奥

59 e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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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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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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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rupt 1 [i'rʌpt] vi.爆发；喷出；发疹；长牙 vt.爆发；喷出

63 eruption 8 [i'rʌpʃən] n.爆发，喷发；火山灰；出疹

64 eruptions 2 n. 火山爆发；出疹（eruption的复数形式）

65 establish 1 [i'stæbliʃ] vt.建立；创办；安置 vi.植物定植

66 esteban 1 埃斯特班（男子名）

67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68 evacuate 1 [i'vækjueit] vt.疏散，撤退；排泄 vi.疏散；撤退；排泄

69 evacuation 1 [i,vækju'eiʃən] n.疏散；撤离；排泄

70 evacuations 1 n.撤空( evacuation的名词复数 ); 撤离; 撤退; 疏散

71 ev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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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volve 1 vt.发展；进化；使逐步形成；推断出 vi.发展，进展；进化；逐步形成

73 evolves 1 英 [i'vɒlv] 美 [i'vɑ lːv] v. (使)逐步形成；(使)逐步演变；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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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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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78 extremely 2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79 farms 1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80 feet 1 ['fi:t, fi:t] n.脚（foot的复数形式）；尺；韵脚

81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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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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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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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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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6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87 Gazel 1 [gə'zel] n. [动]瞪羚

88 geochemist 1 n.地球化学家；地球化学工作者

89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90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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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92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3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94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happens 3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96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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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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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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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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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hern 2 [hə:n] n.苍鹭；青鹭 n.(Hern)人名；(英)赫恩；(西)埃尔恩

101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02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03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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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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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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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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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1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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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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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4 island 2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15 Islands 4 ['ailənds] n.群岛（island的复数）；岛屿

116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17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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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19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20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21 la 3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122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23 land 2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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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26 lava 1 ['lɑ:və, 'lævə] n.火山岩浆；火山所喷出的熔岩 n.(Lava)人名；(西、意)拉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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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28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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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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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133 locations 1 英 [ləʊ'keʃəns] 美 [loʊ'keʃəns] n. 地点；位置；定位 名词location的复数形式.

134 lockdown 1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135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36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37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38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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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agma 3 ['mægmə] n.[地质]岩浆；糊剂 n.(Magma)人名；(英)马格马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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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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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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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elted 1 [meltid] adj.融化的；溶解的 v.融化；溶解（melt的过去式）

145 melts 1 [melt] vi. 融化；熔化；消散 vt. 使融化；使熔化；使消散 n. 熔化物；融化；熔解

146 monitor 2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147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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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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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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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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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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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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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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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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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5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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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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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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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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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65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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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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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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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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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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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土)奥韦尔

170 Palma 3 ['pɑ:lmɑ:] n.帕尔马（西班牙巴利阿里群岛首府）

171 Parra 1 帕拉

172 patient 1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173 Pedro 1 ['pi:drəu] n.佩德罗（男子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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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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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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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redicting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179 predictions 1 [prɪ'dɪkʃnz] 预言

180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181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2 prog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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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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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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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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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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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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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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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91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192 rock 2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193 ro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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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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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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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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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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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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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01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02 shand 1 n. 尚德

203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04 slowing 1 英 [sləʊɪŋ] 美 [sloʊɪŋ] n. 慢化；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

205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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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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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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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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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11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12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213 stars 1 [stɑ:z] n. 星星，明星（st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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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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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teady 1 ['stedi] adj.稳定的；不变的；沉着的 vi.稳固 vt.使稳定；稳固；使坚定 adv.稳定地；稳固地 n.关系固定的情侣；固定支
架

216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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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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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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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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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tud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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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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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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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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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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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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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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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1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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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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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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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36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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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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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9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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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24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3 unbreathable 1 不宜吸入的

24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45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246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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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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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25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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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253 volcanic 4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254 volcano 2 [vɔl'keinəu] n.火山

255 volcanologist 1 [,vɔlkən'ɔlədʒist] n.火山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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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volcanology 2 [,vɔlkə'nɔlədʒi] n.[地质]火山学

25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8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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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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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262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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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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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he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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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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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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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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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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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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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7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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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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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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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