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Record Largest
'Marsquakes' on the Red Plane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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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3 activity 5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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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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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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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8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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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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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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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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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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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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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19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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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1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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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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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tached 1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24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25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26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7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9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0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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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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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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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ounce 1 [bauns] n.跳；弹力；活力 vt.弹跳；使弹起 vi.弹跳；弹起，反跳；弹回

36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晓；
（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37 Bristol 1 ['bristəl] n.布里斯托尔（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

38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9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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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1 buildup 1 ['bildʌp] n.增强；发展；形成；组合；树立名誉

42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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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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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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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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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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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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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eylan 1 杰伊兰

50 coming 2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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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53 core 5 [kɔ:] n.核心；要点；果心；[计]磁心 vt.挖...的核 n.(Core)人名；(英)科尔；(西、意)科雷

54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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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eeper 1 ['diː 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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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59 differentiate 1 [,difə'renʃieit] vi.区分，区别 vt.区分，区别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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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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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ar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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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arthquake 1 ['ə:θkweik] n.地震；大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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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lysium 1 [i'liziəm] n.极乐世界，天堂；至福之境

66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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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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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quator 1 [i'kweitə] n.赤道

70 eth 3 abbr.ETH，以太坊（Ethereum） abbr.ETH，埃塞俄比亚全国运动联合会（NationalEthiopianSportsConfederation）

71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2 events 3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73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4 examinations 1 检查

75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76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77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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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allen 1 ['fɔ:lən] adj.堕落的；落下来的；陷落的 v.落下；跌倒（fall的过去分词）

80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81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82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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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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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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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rom 10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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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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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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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91 happened 4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2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93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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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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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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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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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99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00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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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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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5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06 insight 6 ['insait] n.洞察力；洞悉 n.(Insight)人名；(英)因赛特

107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08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09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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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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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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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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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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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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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lander 4 ['lændə] n.着陆器；出铁槽；把钩工人 n.(Lander)人名；(丹)兰诺；(德、俄、西、捷、瑞典)兰德尔；(英)兰德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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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largest 4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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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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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22 layer 1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123 layers 1 ['leɪəs] n.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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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26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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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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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31 magnitude 1 ['mægnitju:d] n.大小；量级；[地震]震级；重要；光度

132 Mars 11 [mɑ:z] n.战神；[天]火星

133 marsquake 8 火星震

134 Martian 1 ['mɑ:ʃən] adj.火星的 n.火星人

135 measured 1 ['meʒəd] adj.量过的；慎重的；基于标准的；有规则的 v.测量，判断（measure的过去分词）

136 meteorite 2 ['mi:tiərait] n.陨星；流星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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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139 nasa 4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140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41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142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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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14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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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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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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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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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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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2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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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56 otherwise 1 adv.否则；另外；在其他方面 adj.另外的；其他方面的；原本，本来 conj.其他；如果不；然后

157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158 outer 1 ['autə] adj.外面的，外部的；远离中心的 n.环外命中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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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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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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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lanet 8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63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164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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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167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16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69 record 3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70 recorded 5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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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172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73 red 2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74 reflect 1 vt.反映；反射，照出；表达；显示;反省 vi.反射，映现；深思

175 reflected 1 [rɪ'flektɪd] adj. 反射的 动词refl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6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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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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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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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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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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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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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avas 1 n. 萨瓦斯

185 say 2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18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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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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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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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eismic 12 ['saizmik, 'sais-] adj.地震的；因地震而引起的

191 seismological 2 [,saizmə'lɔdʒikl] adj.地震学上的

192 seismologically 1 英 [saɪz'mɒlədʒi] 美 [saɪz'mɑ lːədʒi] n. 地震学

193 seismometer 5 [saiz'mɔmitə, sais-] n.地震仪；地震检波器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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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ensitive 1 adj.敏感的；感觉的；[仪]灵敏的；感光的；易受伤害的；易受影响的 n.敏感的人；有灵异能力的人

196 September 2 [sep'tembə] n.九月

197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98 shadow 3 n.阴影；影子；幽灵；庇护；隐蔽处 vt.遮蔽；使朦胧；尾随；预示 vi.变阴暗 adj.影子内阁的

199 side 2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200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20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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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its 2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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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ociety 3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06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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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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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10 spacecraft 2 ['speiskrɑ:ft, -kræft] n.[航]宇宙飞船，航天器

211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12 stepping 2 英 [stepɪŋ] 美 ['stepɪŋ] n. 步进(通过透镜天线后波前的取平；改变)

213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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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tone 2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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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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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17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18 studied 2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19 stud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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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jected 1 [səbd'ʒektɪd] adj. 从属的，隶属的 v. 动词subjec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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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23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24 sur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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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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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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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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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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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32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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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35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36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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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8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39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40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241 travels 1 ['trævəlz] n. 漫游；旅行 名词travel的复数形式.

242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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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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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us 1 pron.我们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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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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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volcanic 1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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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1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252 waves 3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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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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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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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here 3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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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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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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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ithin 3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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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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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65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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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zone 2 [zəun] n.地带；地区；联防 vi.分成区 vt.使分成地带；环绕 n.(Zone)人名；(塞)佐内

268 Zurich 4 ['zuəritʃ] n.苏黎世（瑞士北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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