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2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unteers Raise Oysters to
Restore Reef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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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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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ysters 15 ['ɔistəz] n.[无脊椎]牡蛎，[无脊椎]蚝（oyster的复数形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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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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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h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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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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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yster 11 ['ɔistə] n.牡蛎，[无脊椎]蚝；沉默寡言的人

1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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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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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wat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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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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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ay 5 [bei] n.海湾；狗吠声 vt.向…吠叫 vi.吠叫；大声叫嚷 n.(Bay)人名；(越)七；(英、老)贝；(德、意、罗、捷、土、丹)巴伊；
(匈)鲍伊；(瑞典)巴伊

16 Chesapeake 5 ['tʃesəpi:k] n.切萨皮克（美国城市）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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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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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imals 4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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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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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gardening 4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24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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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6 Alabama 3 [,ælə'bæmə] n.阿拉巴马州（美国州名）

27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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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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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30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1 foundation 3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32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33 Mississippi 3 [ˌmisi̍ sipi] n.密西西比河（美国河流，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密西西比州（美国州名）

34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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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tudents 3 [st'juːdnts] 学生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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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8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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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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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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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ges 2 [keɪdʒ] n. 笼子；监狱；笼状结构 vt. 关入笼中

43 commercial 2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44 crabs 2 [kræb] n. 蟹；阴虱；爱争吵的人；[植]山楂子 v. 捕蟹；使横行；批评；抱怨

45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6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47 filter 2 [filtə] vi.滤过；渗入；慢慢传开 n.滤波器；[化工]过滤器；筛选；滤光器 vt.过滤；渗透；用过滤法除去 n.(Filter)人名；
(德)菲尔特

48 fish 2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49 gardens 2 ['gɑːdnz] n. 公园；花园；园林 名词garden的复数形式.

50 grow 2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51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52 grown 2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53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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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arvests 2 英 ['hɑːvɪst] 美 ['hɑ rːvɪst] n. 收成；收获；收割；成果；后果 v. 收获；收割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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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impact 2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57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58 keep 2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59 Maryland 2 ['mεərilænd] n.马里兰（美国州名）

60 million 2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61 Moore 2 [muə; mɔ:] n.摩尔（男子名）

62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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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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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overharvesting 2 过去捕捞，过去开采

66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67 restore 2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68 shrimp 2 [ʃrimp] n.虾；小虾；矮小的人 vi.捕虾 adj.有虾的；虾制的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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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t 2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71 stanislaus 2 ['stænislɔ:s; -laus] n.斯坦尼斯洛斯（男子名）

72 sur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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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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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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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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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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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Virginia 2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80 volunteers 2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81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82 wire 2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83 wires 2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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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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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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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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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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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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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91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92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93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9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95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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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98 attach 1 [ə'tætʃ] vt.使依附；贴上；系上；使依恋 vi.附加；附属；伴随

99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00 bars 1 [bɑːz] n. 马齿龈 名词b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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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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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105 bob 1 [bɔb] n.短发；摆动；浮子；轻敲；悬挂的饰品 vt.剪短；敲击；使上下快速摆动 vi.上下跳动；振动 n.(Bob)人名；(英)鲍勃
(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

106 box 1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107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08 cage 1 [keidʒ] n.笼，兽笼；牢房，监狱 vt.把…关进笼子；把…囚禁起来 n.(Cage)人名；(法)卡热；(英)凯奇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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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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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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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113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114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115 cleans 1 [kliː nz] n. 精煤（=clean coal） v. 打扫，清扫（动词clean的第三人称单数）

116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17 clears 1 英 [klɪə(r)] 美 [klɪr] adj. 清楚的；明确的；明白(某事)的；清晰的；清澈的；晴朗的；头脑清醒的 v. 清空；清除；澄清；放
晴；使明确 adv. 清楚地；彻底地 n. 空地

118 coastal 1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119 coastlines 1 n.海岸线，海岸地形 （或轮廓），沿海地带( coastline的名词复数 )

120 coasts 1 英 [kəʊst] 美 [koʊst] n. 海岸；海滨

121 colin 1 ['kɔlin] n.科林（男子名）

122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123 co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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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25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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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27 deadly 1 ['dedli] adj.致命的；非常的；死一般的 adv.非常；如死一般地

128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129 decreases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130 dennis 1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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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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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34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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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37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138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139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40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41 eaten 1 [英 [ˈi:tn] 美 [ˈitn] v.吃（eat的过去分词）

142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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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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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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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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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149 epidemic 1 [,epi'demik] adj.流行的；传染性的 n.传染病；流行病；风尚等的流行

150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51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152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53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154 farming 1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155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56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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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filters 1 英 ['fɪltə(r)] 美 ['fɪltər] n. 过滤器；滤色镜；滤光器 v. 过滤；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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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Galveston 1 ['gælvistən] n.加尔维斯顿（港口城市名，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东南部）

161 garden 1 ['gɑ:dn] n.花园；菜园 vt.栽培花木 vi.从事园艺；在园中种植 n.(Garden)人名；(英、意、巴基)加登

162 gardeners 1 n.园丁，园艺爱好者( gardener的名词复数 )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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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65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66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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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69 grant 1 [grɑ:nt, grænt] vt.授予；允许；承认 vi.同意 n.拨款；[法]授予物 n.(Grant)人名；(瑞典、葡、西、俄、罗、英、塞、德、意)
格兰特；(法)格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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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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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73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174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75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76 hanging 1 ['hæŋiŋ] n.悬挂；绞刑；帘子，幔帐 adj.悬挂着的 v.悬挂（hang的ing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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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atfield 1 ['hætfi:ld] n.哈特菲尔德（英国一城市）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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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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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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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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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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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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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86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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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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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janet 1 ['dʒænit] abbr.联合科研网（jointacademicnetwork）

189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90 lagoon 1 [lə'gu:n] n.[地理][水文]泻湖；环礁湖；咸水湖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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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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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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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9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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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iters 1 ['lɪtərz] 公升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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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200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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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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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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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cconnaughey 1 n. 麦康瑙希

205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06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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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209 modeled 1 ['mɒdld] adj. 形成模式的 动词mod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0 mortality 1 [mɔ:'tæləti] n.死亡数，死亡率；必死性，必死的命运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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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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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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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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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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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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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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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20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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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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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est 1 [pest] n.害虫；有害之物；讨厌的人 n.(Pest)人名；(德、捷)佩斯特

224 pests 1 ['pests] 害虫

225 plankton 1 ['plæŋktən] n.浮游生物（总称）

226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27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228 Ports 1 n.[水运]港口，[电子][计]端口（port的复数） n.宝姿（服装品牌）

229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30 predator 1 ['predətə] n.[动]捕食者；[动]食肉动物；掠夺者

231 predators 1 [p'redətəz] 食虫动物

232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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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iv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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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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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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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8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39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240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41 reef 1 [ri:f] n.暗礁；[地质]矿脉；收帆 vt.收帆；缩帆 vi.缩帆；收帆

242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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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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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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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restoration 1 [,restə'reiʃən] n.恢复；复位；王政复辟；归还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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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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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alty 1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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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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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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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55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56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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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58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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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261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62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263 Shores 1 滨

26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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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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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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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69 stokes 1 [stəuks] n.斯托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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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72 supervises 1 ['suːpəvaɪzɪz] 动词supervise的第三人称单数

273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74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75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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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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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79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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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82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283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84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285 weakened 1 ['wiː kən] v. 使 ... 弱，削弱； 变弱； 弄淡

286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87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88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289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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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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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93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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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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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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