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1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arch for Minerals Increases
Interest in Deep-Sea Min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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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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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4 activity 3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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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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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8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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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mon 1 ['ɑ:mən] 文件实时监控 n.(Amon)人名；(西、法、德、加纳、英)阿蒙；(匈)奥蒙

1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2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1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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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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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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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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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gue 1 ['ɑgju:] vi.争论，辩论；提出理由 vt.辩论，争论；证明；说服 n.(Argue)人名；(英、法)阿格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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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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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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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24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25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26 ban 2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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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atteries 1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29 battery 1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30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1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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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4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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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37 biologist 1 [bai'ɔlədʒist] n.生物学家

38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39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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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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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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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的）食品罐头

42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43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44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45 Castro 1 ['kæstrəu] n.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1976-2006年在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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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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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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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0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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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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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nsequences 2 影响效果

55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56 convention 2 [kən'venʃən] n.大会；[法]惯例；[计]约定；[法]协定；习俗

57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58 coto 1 [kə'təʊ] 柯托树皮

59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0 countries 4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1 country 2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62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3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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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amage 3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6 de 1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67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68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69 deep 1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70 demand 2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71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2 dirty 1 ['də:ti] adj.下流的，卑鄙的；肮脏的；恶劣的；暗淡的 vt.弄脏 vi.变脏

73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74 diva 1 ['di:və] n.歌剧中的首席女主角 n.(Diva)人名；(法、意、塞、芬、伊朗)迪娃(女名)，迪瓦

75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76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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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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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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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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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cosystem 3 ['i:kəu,sistəm, 'ekəu-] n.生态系统

82 effects 2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83 electric 3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84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85 elza 1 埃尔佐

86 emmanuel 1 [i'mænjuəl] n.以马内利（耶稣基督的别称）；伊曼纽尔（男子名，等于Immanuel）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7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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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90 environment 3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91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92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3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94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95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96 exists 2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97 experts 3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8 exploration 5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99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00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1 faith 1 [feiθ] n.信仰；信念；信任；忠实 n.(Faith)人名；(匈)福伊特；(英)费思，费丝(女名)；(瑞典)法伊特

102 fellow 1 ['feləu] n.家伙；朋友；同事；会员 adj.同伴的，同事的；同道的 vt.使…与另一个对等；使…与另一个匹敌 n.(Fellow)人
名；(英)费洛

103 Fiji 1 ['fi:dʒi:] n.斐济（太平洋西南部的岛国，在新西兰之北，首都苏瓦）

104 financially 1 [fai'nænʃəli] adv.财政上；金融上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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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07 fitch 1 [fitʃ] n.艾鼬（欧洲产）；艾鼬毛皮（等于fitchet或fitchew） n.(Fitch)人名；(英)菲奇

108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9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10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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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unction 2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13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14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15 Germany 2 ['dʒə:məni] n.德国

116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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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19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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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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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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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125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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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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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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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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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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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1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32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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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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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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4 increase 2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35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36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37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38 influences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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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41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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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3 isa 3 ['aɪsə] abbr. 工业标准结构(=Industry Standard Architecture) abbr. 美国仪器学会(=Instrument Society of America) abbr. 国际标准
协会(=International Standards Association)

144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45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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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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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jamaica 2 [dʒə'meikə] n.牙买加（拉丁美洲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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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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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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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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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155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56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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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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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61 l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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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icense 1 ['laisəns] n.执照，许可证；特许 vt.许可；特许；发许可证给

163 licenses 3 ['laɪsns] n. 许可证；执照；特许 vt. 发许可证给；特许

16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65 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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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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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69 lodge 1 [lɔdʒ] n.旅馆；门房；集会处；山林小屋 vt.提出；寄存；借住；嵌入 vi.寄宿；临时住宿 n.(Lodge)人名；(英、西)洛奇

170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71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72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73 macron 1 ['mækrɔn, 'mei-] n.长音符号（加于元音上） n.(Macron)人名；(法)马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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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75 marcelino 1 n. 马塞利诺

176 mari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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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eeting 4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78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79 metals 1 ['metlz] n.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

180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181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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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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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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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inerals 6 ['mɪnərəlz] n. 矿产品；矿物；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

186 mining 18 ['mainiŋ] n.矿业；采矿

187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88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89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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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oreira 1 n. 莫雷拉

191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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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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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194 Nauru 1 [nɑ:'u:ru:] n.瑙鲁（岛）（西太平洋岛国，在赤道附近）

195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96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97 nica 1 尼卡

198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199 northeast 1 [,nɔ:θ'i:st] adj.东北的；向东北的；来自东北的 n.东北 adv.向东北；来自东北

200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1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02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03 ocean 3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204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20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06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7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08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09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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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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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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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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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214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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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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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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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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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23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24 pl 1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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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27 pla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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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29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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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otsdam 1 ['pɔtsdæm; 'pɔ:tsdɑ:m] n.波茨坦（德国北方都市）

232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3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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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rivate 2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36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237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38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39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40 pushing 2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41 ratings 1 ['reɪtɪŋz] n. 评定等级 rating的复数形式.

242 recover 1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243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44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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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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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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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50 responsibility 1 [ri.spɔnsə'biliti] n.责任，职责；义务

25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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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ules 4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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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amoa 1 [sə'məuə] n.萨摩亚（南太平洋中部一群岛）

256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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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cientists 5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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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ea 10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59 seabed 1 ['si:bed] n.海底；海床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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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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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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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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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67 Singh 1 [siŋ] n.辛格（印度总理）；查理·拉杰（电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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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70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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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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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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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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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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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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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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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ponsor 4 ['spɔnsə] n.赞助者；主办者；保证人 vt.赞助；发起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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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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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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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85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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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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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upervised 1 ['sjuːpəvaɪzd] adj. 有监督的 supervi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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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upports 2 [sə'pɔː ts] n. 支持

290 sustainability 1 [sə̩ steɪnə'bɪləti] n. 持续性，能维持性；【环境】可持续性

291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92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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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95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296 technologies 3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97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98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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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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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1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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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0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4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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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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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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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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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reaty 1 ['tri:ti] n.条约，协议；谈判

309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31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1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12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13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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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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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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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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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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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2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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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aters 2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324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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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326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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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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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31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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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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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3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35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6 worried 2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337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338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339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4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4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42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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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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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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