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0-2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SA Instrument Detecting
Large Methane Emissions from Spac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sorb 1 [əb'sɔ:b, -'zɔ:b] vt.吸收；吸引；承受；理解；使…全神贯注

3 absorbs 1 英 [əb'sɔː b] 美 [əb'sɔː rb] vt. 吸收；吸引 ... 的注意；吞并；承受

4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5 accidental 1 [,æksi'dentəl] adj.意外的；偶然的；附属的；临时记号的 n.次要方面；非主要的特性；临时记号

6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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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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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irborne 2 ['εəbɔ:n] adj.[航]空运的；空气传播的；风媒的

10 aliso 1 ['əlɪsəʊ] 阿里索桤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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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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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4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drew 3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8 angeles 2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9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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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2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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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ia 1 ['eiʃə] n.亚洲

24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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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mosphere 3 n.气氛；大气；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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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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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31 blown 1 [bləun] adj.吹制的，吹出的；开花的，盛开的；喘气的 v.风吹（blow的过去分词） n.(Blown)人名；(英)布洛恩

32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33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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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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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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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nyon 1 ['kænjən] n.峡谷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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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entering 1 ['sentəriŋ] n.置于中心；[机]定中心

39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40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41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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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43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44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法)
克卢；(英)克劳德

45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46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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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oling 1 ['ku:liŋ] adj.冷却的 n.冷却 n.(Cooling)人名；(英)库林

49 deflect 2 [di'flekt] vt.使转向；使偏斜；使弯曲 vi.转向；偏斜

50 deserts 1 [英 [ˈdezəts] 美 [ˈdɛzəts]] n.[地理]沙漠；[农]荒原（desert的复数）；应得到的报应 v.放弃；遗弃（desert的第三人称单
数）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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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etect 2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53 detected 1 [dɪ'tektɪd] adj. 检测到的 动词det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 detecting 2 [dɪ'tektɪŋ] n. 探测；检定；检波 动词detect的现在分词形式.

55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56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57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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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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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umps 1 [dʌmps] n.废物，垃圾场（dump的复数）；忧郁 v.倾倒（dump的单三形式）

61 dust 6 [dʌst] n.灰尘；尘埃；尘土 vt.撒；拂去灰尘 vi.拂去灰尘；化为粉末 n.(Dust)人名；(德、俄)杜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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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ar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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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65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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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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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69 emissions 3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70 emit 6 [i'mit] vt.发出，放射；发行；发表

71 emitters 4 [ɪ'mɪtəz] 灌水器

72 emitting 1 [ɪ'mɪtɪŋ] adj. 发出（光、热、辐射）的 动词emit的现在分词.

73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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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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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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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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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79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80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81 field 2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82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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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ootball 1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84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5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86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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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g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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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ases 1 ['ɡæsɪz] n. 气体

89 Gorman 1 n. 戈尔曼

90 greenhouse 1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91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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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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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95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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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8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99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00 hitting 1 [hɪtɪŋ] n. 命中 动词h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01 hotspots 1 ['hɒtspɒts] n. 热点 名词hotspot的复数形式.

102 hour 2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03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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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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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07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8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09 imaging 1 ['imidʒiŋ] n.成像 v.想像（image的ing形式）；画…的像

110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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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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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frared 1 [,infrə'red] n.红外线 adj.红外线的

114 instrument 3 ['instrumənt, 'instrə-, -ment] n.仪器；工具；乐器；手段；器械

115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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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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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19 Iran 1 [i'rɑ:n; i'ræn] n.伊朗（亚洲国家）

120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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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23 jet 1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124 jpl 4 n. 喷气推进实验室(工作零件目录)

125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26 kilograms 2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127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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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30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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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32 lar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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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34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135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6 light 2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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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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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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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os 2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141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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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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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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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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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ethane 11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147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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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50 mineral 1 ['minərəl] n.矿物；（英）矿泉水；无机物；苏打水（常用复数表示） adj.矿物的；矿质的

151 mission 1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152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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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54 nasa 6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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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57 neither 1 ['naiðə, 'ni:-] conj.也不；既不 adv.两个都不；既不……也不 adj.两者都不的 pron.两者都不

158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59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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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2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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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oil 2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165 oilfield 1 ['ɔilfi:ld] n.油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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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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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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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rbit 1 ['ɔ:bit] n.轨道；眼眶；势力范围；生活常规 vi.盘旋；绕轨道运行 vt.绕…轨道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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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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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4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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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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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78 plume 1 [plu:m] vt.用羽毛装饰 n.羽毛 vi.骚首弄姿 n.(Plume)人名；(法)普吕姆；(西)普卢梅；(英)普卢姆

179 plumes 4 [pluːm] n. 羽毛；羽饰；羽状物 v. 整理羽毛；用羽毛装饰；骚首弄姿；自夸

18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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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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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184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185 propulsion 1 [prəu'pʌlʃən] n.推进；推进力

186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87 r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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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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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releases 1 [rɪ'liː s] n. 释放；让渡；发行 vt. 释放；让与；准予发表；发射

191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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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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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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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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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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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cientists 4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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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00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01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02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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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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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206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207 snow 1 [snəu] n.雪，积雪；下雪 vi.降雪 vt.使纷纷落下；使变白 n.(Snow)人名；(英)斯诺

208 soak 1 [səuk] vt.吸收，吸入；沉浸在（工作或学习中）；使……上下湿透 vi.浸泡；渗透 n.浸；湿透；大雨

209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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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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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outhwestern 1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212 space 6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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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pectrometer 3 [spek'trɔmitə] n.[光]分光仪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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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tation 2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17 steve 1 [sti:v] n.史蒂夫（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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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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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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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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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tu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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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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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224 super 3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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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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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echnologist 1 [tek'nɔlədʒist] n.技术专家；工艺学家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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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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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he 2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2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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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horpe 1 [θɔ:p] n.村庄；小乡镇（等于thorp） n.(Thorpe)人名；(瑞典)托珀；(英)索普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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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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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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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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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p 1 vt.诱捕；使…受限制；使…陷入困境；吸收；使…上当 n.陷阱；圈套；困境；[建]存水湾 vi.设陷阱 n.(Trap)人名；(英)特
拉普

240 Turkmenistan 2 [,tə:kmeni'stɑ:n; -'stæn] n.土库曼斯坦（位于中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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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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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45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246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24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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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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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ming 1 ['wɔ:miŋ] n.加温，暖和；气温升高 adj.让人感到暖和的 v.加温；兴奋；同情（warm的ing形式） n.(Warming)人名；
(丹、瑞典)瓦明

25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2 was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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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at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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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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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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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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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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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ide 2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259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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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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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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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6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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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65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66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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