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Raise Florida Corals
Threatened by Disease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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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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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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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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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9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0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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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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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4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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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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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et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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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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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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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20 bred 2 [bred] br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breeding 2 ['bri:diŋ] n.繁殖；饲养；教养；再生 v.生产；培育；使…繁殖（breed的ing形式） n.(Breeding)人名；(英)布里丁

22 Brian 1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23 b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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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cactus 1 ['kæktəs] n.[园艺]仙人掌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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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ribbean 1 [kæri'bi(:)ən] adj.加勒比人的；加勒比海的；加勒比语的 n.加勒比海

27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28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29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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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esar 1 n. 恺撒（古罗马帝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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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havez 1 n.查韦斯（委内瑞拉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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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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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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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38 conservation 1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39 coral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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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rals 2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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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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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4 deadlier 1 ['dedli] adj. 致命的；如死一样的 adv. 非常地；如死一般地

45 di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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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isease 5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47 Disney 1 ['dizni] n.迪斯尼（美国动画影片制作家及制片人）

48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49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50 Ellsworth 1 ['elzwə:θ] n.埃尔斯沃斯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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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5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54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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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f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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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Florida 8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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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60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61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2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63 funded 1 [fʌnd] n. 基金 vt. 资助；转为（长期贷款）

64 gathers 1 英 ['ɡæðəz] 美 ['ɡæðərz] n. 衣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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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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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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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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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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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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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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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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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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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nfected 1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78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9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0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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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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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john 1 [dʒɔn] n.厕所

83 julio 1 n. 夏利奥(男人名)

84 Justin 1 ['dʒʌstin] n.贾斯廷（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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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英)
基；(德、荷、瑞典)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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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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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90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91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92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93 loss 3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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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96 Miami 1 n.迈阿密（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

97 monitoring 1 ['mɔnitəriŋ] n.监视，[自]监控；检验，检查 v.监视，[通信][军]监听，监督（monitor的ing形式）

98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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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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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northernmost 1 ['nɔ:ðənməust] adj.最北的

103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104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05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6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07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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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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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110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111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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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13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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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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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pla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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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possibility 2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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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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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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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121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2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23 reef 3 [ri:f] n.暗礁；[地质]矿脉；收帆 vt.收帆；缩帆 vi.缩帆；收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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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repairing 1 [ri'peəriŋ] v.修复（repair的ing形式）；修理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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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128 rescue 3 ['reskju:] vt.营救；援救 n.营救；援救；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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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restore 2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130 retu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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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32 rough 1 [rʌf] adj.粗糙的；粗略的；粗野的；艰苦的；未经加工的 vt.使粗糙；粗暴对待；草拟 n.艰苦；高低不平的地面；未经
加工的材料；粗糙的部分 vi.举止粗野 adv.粗糙地；粗略地；粗暴地 n.(Rough)人名；(英)拉夫

133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34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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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136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37 sea 2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138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139 shallow 1 ['ʃæləu] adj.浅的；肤浅的 n.[地理]浅滩 vt.使变浅 vi.变浅 n.(Shallow)人名；(英)沙洛

140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41 skeletons 1 n. 骷髅；骨骼（skeleton的复数）；流言（歌曲名）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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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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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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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46 species 4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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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tony 3 ['stəuni] adj.无情的；多石的；石头的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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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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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2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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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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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the 1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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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5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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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61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162 threatened 3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163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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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issue 3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166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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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168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6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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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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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沃姆；(德)瓦姆

17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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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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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176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177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178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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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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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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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zimmerman 1 n. 齐默曼(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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