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0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_ Coastal Marine
Life Found Living on Ocean Wast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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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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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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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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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cean 10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0 coastal 9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11 marine 9 [mə'ri:n] adj.船舶的；海生的；海产的；航海的，海运的 n.海运业；舰队；水兵；（海军）士兵或军官 n.(Marine)人名；
(西)马里内；(英)马林

12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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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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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pecies 8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15 plastic 7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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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ebris 6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18 garbage 6 ['gɑ:bidʒ] n.垃圾；废物 n.(Garbage)人名；(法)加尔巴热

19 haram 6 ['hεərəm] n.女眷；闺房 n.(Haram)人名；(罗、瑞典)哈拉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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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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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life 5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 waste 5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5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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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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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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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group 4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9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30 oceanic 4 ['əuʃi'ænik] adj.海洋的；海洋产出的；在海洋中生活的；广阔无垠的

31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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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atch 4 [pætʃ] n.眼罩；斑点；碎片；小块土地 vt.修补；解决；掩饰 vi.打补丁 n.(Patch)人名；(英)帕奇

33 plastics 4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34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35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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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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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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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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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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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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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41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2 liv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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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4 plants 3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45 Ruiz 3 n. 鲁伊斯

46 VOA 3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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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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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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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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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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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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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barnacles 2 ['baː nəklz] n. 藤壶；黑雁 名词barnac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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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6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57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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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9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0 environmental 2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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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fishing 2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63 floating 2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64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65 gyres 2 ['dʒaɪə] n. 圆形；螺旋形；游涡 vi. 旋转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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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john 2 [dʒɔn] n.厕所

68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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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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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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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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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acific 2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73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74 rem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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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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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77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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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79 she 2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80 smithsonian 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史密斯森协会(联合国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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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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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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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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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surpri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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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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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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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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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together 2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89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90 uhrin 2 乌林

91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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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voyages 2 ['vɔɪɪdʒ] n. 航行；旅程 v. 航行；旅行

93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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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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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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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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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writer 2 ['raitə] n.作家；作者

98 adapt 1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99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00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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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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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10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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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my 1 ['eimi] n.艾米（女子名）

107 anemones 1 n. 阿内莫纳（音译名）；银莲花属植物；海葵（名词anemone的复数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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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0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111 atmospheric 1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112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13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14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15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116 bird 1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117 bottles 1 英 ['bɒtl] 美 ['bɑ tːl] n. 瓶子 vt. 抑制；把 ... 装入瓶内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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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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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121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122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23 circular 1 adj.循环的；圆形的 n.通知，传单

124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125 colonies 1 英 ['kɒləni] 美 ['kɑ lːəni] n. 殖民地；侨居地；侨民；聚居(地)；群体；菌落

126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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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128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129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130 crabs 1 [kræb] n. 蟹；阴虱；爱争吵的人；[植]山楂子 v. 捕蟹；使横行；批评；抱怨

131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32 creatures 1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133 crowley 1 克罗利 克罗利

134 currents 1 ['kʌrənts] n. 电流；气流 名词curr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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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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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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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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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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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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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olphins 1 ['dɒlfɪn] n. 海豚 名词dolphin的复数形式.

143 drawn 1 [drɔ:n] adj.拔出的 v.画，绘图（draw的过去分词）

144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45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146 ecosystem 1 ['i:kəu,sistəm, 'ekəu-] n.生态系统

147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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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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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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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52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53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154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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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57 float 1 [fləut] vt.使漂浮；实行 vi.浮动；飘动，散播；摇摆；付诸实施 n.彩车，花车；漂流物；浮舟；浮萍 n.(Float)人名；(英)弗
洛特

158 flourish 1 ['flauriʃ] n.兴旺；茂盛；挥舞；炫耀；华饰 vt.夸耀；挥舞 vi.繁荣，兴旺；茂盛；活跃；处于旺盛时期

159 flows 1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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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62 gear 1 [giə] n.齿轮；装置，工具；传动装置 vi.适合；搭上齿轮；开始工作 vt.开动；搭上齿轮；使……适合；使……准备好 adj.
好极了 n.(Gear)人名；(英)吉尔

163 genus 1 ['dʒi:nəs] n.类，种；[生物]属

164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65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66 greg 1 [greg] n.格雷格（男子名，等于Gregory）

167 gr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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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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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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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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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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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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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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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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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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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interacting 1 [ɪntə'ræktɪŋ] n.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

178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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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nvasive 1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80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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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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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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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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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87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88 linsey 1 ['linzi] n.[纺]亚麻羊毛交织物；混杂物 n.(Linsey)人名；(英)林赛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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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91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2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93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4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195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96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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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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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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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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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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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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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ets 1 [net] n. 网；网状物 adj. 净余的；纯粹的

203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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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207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08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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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211 organisms 1 有机体

212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13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14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15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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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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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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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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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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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22 pulls 1 [pʊl] v. 拉；拖；牵；拔；吸引 n. 拉；拉力；引力；划船；影响力

223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24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25 regions 1 ['ri:dʒənz] n. 区域，地区，地带（名词region的复数形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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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producing 1 [ˌreprə'djuːsɪŋ] n. 再制造；再生；复制 动词re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8 sausalito 1 索萨利托

229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30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31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232 settling 1 ['setliŋ] n.安置；固定；沉淀物；移居 v.解决；安居（settle的ing形式） n.(Settling)人名；(瑞典)塞特林

233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34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5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3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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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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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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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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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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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45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246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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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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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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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52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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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54 thrive 1 [θraiv] vi.繁荣，兴旺；茁壮成长

255 thriving 1 ['θriaiviŋ] adj.繁荣的；蒸蒸日上的；旺盛的 v.兴旺（thrive的ing形式）

256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257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58 toothbrushes 1 n.牙刷( toothbrush的名词复数 )

259 transported 1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260 turtles 1 英 ['tɜ tːl] 美 ['tɜ rːtl] n. 高翻领；【动】龟，海龟 v. 倾覆，翻身；捕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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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unanswered 1 [ʌn'a:nsəd] adj.未答复的；无反应的

262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63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6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5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6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7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68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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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hales 1 n.鲸鱼（whale的复数） v.捕鲸（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1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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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7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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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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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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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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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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