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Blue Whales Swallow
10 Million Microplastic Pieces a Da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whales 17 n.鲸鱼（whale的复数） v.捕鲸（wha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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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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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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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8 abo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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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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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lue 7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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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ieces 7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3 stud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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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imals 6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5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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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at 6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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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daily 5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19 da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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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umpbacks 5 n.驼背( humpback的名词复数 )

21 krill 5 [kril] n.[无脊椎]磷虾 n.(Krill)人名；(英、德)克里尔

22 mill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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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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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stimated 4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25 feed 4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26 fin 4 [fin] n.鳍；鱼翅；鳍状物 vt.切除鳍；装上翅 vi.猛挥鳍；潜泳 n.(Fin)人名；(法)芬

2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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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9 meters 4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30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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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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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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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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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tons 4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35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6 baleen 3 [bə'li:n] n.鲸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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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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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quipment 3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39 fil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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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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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levels 3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3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44 piece 3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45 plast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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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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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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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9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5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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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3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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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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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ebris 2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5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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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nvironment 2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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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1 GPS 2 abbr.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System）；通用雷达（GeneralPurposeRadar）；炮长主瞄准镜（Gunner'sPrimary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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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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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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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66 mainly 2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67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68 mater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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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movements 2 ['muːvmənts] n. 动作

7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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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ocean 2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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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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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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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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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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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79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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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pecies 2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81 studied 2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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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tag 2 [tæg] n.标签；名称；结束语；附属物 vt.尾随，紧随；连接；起浑名；添饰 vi.紧随 n.(Tag)人名；(丹)塔；(阿拉伯)塔杰

83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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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tracker 2 ['trækə] n.拉纤者，纤夫；追踪系统，[自]跟踪装置；追踪者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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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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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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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90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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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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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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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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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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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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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backs 1 n.后背，脊背；后卫（back的复数形式） v.后退（back的三单形式） n.(Backs)人名；(德)巴克斯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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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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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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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104 breakdown 1 ['breikdaun] n.故障；崩溃；分解；分类；衰弱；跺脚曳步舞

105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106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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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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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10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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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13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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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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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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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19 depths 1 [depθs] n.深处；深渊

120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21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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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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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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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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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27 electronically 1 [i,lek'trɔnikli] adv.电子地

128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129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130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31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32 favor 1 vt.较喜欢；像；优惠，偏袒；有利于；赐予；证实 n.帮助；赞同；偏爱，喜爱

133 fins 1 [fɪn] n. 鳍；鱼翅；鳍状物；散热片；五元纸币

134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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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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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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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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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1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42 heightened 1 ['haɪtn] v. 增加；升高；加强

143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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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umpback 1 ['hʌmpbæk] n.驼背；座头鲸

146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47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48 intake 1 ['inteik] n.摄取量；通风口；引入口；引入的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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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151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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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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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55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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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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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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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atthew 1 ['mæθju:] n.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马太（耶稣12门徒之一）；马修（姓氏，男子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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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easurements 1 ['meʒəmənts] n.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

161 microphone 1 ['maikrəfəun] n.扩音器，麦克风

162 millimeters 1 n. 毫米（millimet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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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ouths 1 口

165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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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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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8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169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70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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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2 particle 1 ['pɑ:tikl] n.颗粒；[物]质点；极小量；小品词

173 particles 1 ['paː tɪklz] n.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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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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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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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lates 1 [pleɪts] n. 盘子；板材 名词plate的复数形式.

17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80 polluted 1 [pə'lju:tid] adj.受污染的；被玷污的 v.污染（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82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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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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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187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188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18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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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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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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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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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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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197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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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avoca 1 萨沃卡

19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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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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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hrimp 1 [ʃrimp] n.虾；小虾；矮小的人 vi.捕虾 adj.有虾的；虾制的

204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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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07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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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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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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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212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3 swallow 1 ['swɔləu] vt.忍受；吞没 vi.吞下；咽下 n.燕子；一次吞咽的量 n.(Swallow)人名；(英)斯沃洛

21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15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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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teeth 1 [ti:θ] n.牙齿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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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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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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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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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23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24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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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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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27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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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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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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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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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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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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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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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eigh 1 [wei] vt.权衡；考虑；称…重量 vi.重量为…；具有重要性；成为…的重荷；起锚 n.权衡；称重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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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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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40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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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4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44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45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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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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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