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Freeze Great Barrier
Reef Coral 词汇表词汇表

1 ac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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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3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4 adaptation 1 [,ədæp'teiʃən] n.适应；改编；改编本，改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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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8 aims 3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9 algae 2 ['ælgə-dʒi:, 'ældʒi:] n.[植]藻类；[植]海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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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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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4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5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6 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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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8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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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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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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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ustralia 4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22 Australian 1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23 barrier 6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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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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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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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iodiversity 2 [,baiəudai'və:səti] n.生物多样性

28 biology 2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29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30 bleach 1 [bli:tʃ] vt.使漂白，使变白 vi.变白，漂白 n.漂白剂

31 bleaching 2 ['bliː tʃɪŋ] n. 漂白 adj. 漂白的 动词bleach的现在分词形式.

32 blu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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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ox 3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34 brief 1 [bri:f] adj.简短的，简洁的；短暂的，草率的 n.摘要，简报；概要，诉书 vt.简报，摘要；作…的提要 n.(Brief)人名；(英)布
里夫

35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36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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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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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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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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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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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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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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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anger 2 ['tʃeindʒə] n.转换开关装置；改变者（change的名词形式）

46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47 chlorophyll 1 ['klɔrəfil] n.[植][生化]叶绿素

48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49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50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1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5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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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loring 1 ['kʌləriŋ] v.着色（color的ing形式）；出现颜色 n.着色；着色剂；配色；天然色；外貌

55 com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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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57 conservation 3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58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59 cooler 1 n.冷却器；清凉剂 adj.更冷的（cool的比较级）

60 cora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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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rals 2 珊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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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4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65 cryogenics 1 [,kraiə'dʒeniks] n.[低温]低温学

66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7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68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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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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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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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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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5 ecosystem 1 ['i:kəu,sistəm, 'ekəu-] n.生态系统

76 ecosystems 1 生态系统

77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78 element 1 ['elimənt] n.元素；要素；原理；成分；自然环境 n.(Element)人名；(德)埃勒门特；(英)埃利门特

79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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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82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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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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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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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88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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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91 expressions 2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92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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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factor 1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英)
法克特

95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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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luids 1 ['flu:ɪdz] n. 液体

98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9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00 form 2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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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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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4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05 freeze 2 [fri:z] vi.冻结；冷冻；僵硬 vt.使…冻住；使…结冰 n.冻结；凝固 n.(Freeze)人名；(英)弗里兹

106 freezing 2 ['fri:ziŋ] adj.冰冻的；严寒的；冷冻用的

107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8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109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10 game 2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11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12 gre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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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14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15 habitat 1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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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agedorn 1 n. 哈格多恩

118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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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atching 1 ['hætʃiŋ] n.[禽]孵化；剖面线；画影线 v.[禽]孵化；给…加影线；策划（hatch的ing形式） adj.孵化的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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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23 Hawaiian 1 [hə'waijən] adj.夏威夷语的；夏威夷的 n.夏威夷人；夏威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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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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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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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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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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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英)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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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3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3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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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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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cludes 2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7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38 institute 3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39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0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42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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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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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Jackson 1 ['dʒæksn] n.杰克逊（男子名）；杰克逊（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

146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47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48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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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 1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151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52 lacking 1 ['lækiŋ] adj.缺乏的；没有的；不足的 v.缺少；不足（lack的ing形式）

153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54 larger 3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55 larvae 6 ['la:vi:] n.幼虫；幼体（larva的复数形式）

156 lasers 1 London and South Eastern Regional Library System 伦敦与东南地区图书系统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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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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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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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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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ewis 1 ['lju:is] n.路易斯（男子名）

16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63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64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165 login 1 英 ['lɒɡɪn] 美 ['lɔː ɡɪn] n. 登录；注册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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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r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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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ary 1 ['mɛəri] n.玛丽（女子名）

169 masked 1 [mɑ:skt, mæ-] adj.戴面具的；掩蔽的 v.戴面具；掩饰；使模糊（mask的过去分词）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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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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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173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74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75 mesh 1 [meʃ] n.网眼；网丝；圈套 vi.相啮合 vt.[机]啮合；以网捕捉

176 method 2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77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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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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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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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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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8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5 Nina 1 ['ni:nə; 'nai-] n.尼娜（女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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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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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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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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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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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rganism 1 ['ɔ:gənizəm] n.有机体；生物体；微生物

193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19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5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96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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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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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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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00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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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lantlike 1 adj.似植物的

20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4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05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06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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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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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10 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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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eef 7 [ri:f] n.暗礁；[地质]矿脉；收帆 vt.收帆；缩帆 vi.缩帆；收帆

212 reefs 4 [riː f] n. 暗礁；矿脉 n. 缩帆部 v. 缩帆；卷起

213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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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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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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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reproductive 1 [,ri:prə'dʌktiv] adj.生殖的；再生的；复制的

217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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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estoration 1 [,restə'reiʃən] n.恢复；复位；王政复辟；归还

220 restore 1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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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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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5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26 sciences 1 科学

227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28 scientists 5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29 seaweed 1 ['si:wi:d] n.海藻，海草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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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232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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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34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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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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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ignificant 1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238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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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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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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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44 smithsonian 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史密斯森协会(联合国博物馆)

245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46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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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49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50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1 storing 2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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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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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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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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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7 sunlight 1 ['sʌnlait] n.日光 n.(Sunlight)人名；(英)森莱特

258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59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0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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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62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63 temperatures 2 ['temprətʃəz] 温度

264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65 tested 2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66 tests 2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67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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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e 4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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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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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3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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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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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277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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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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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80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81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82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83 unfrozen 1 v.解冻（unfreeze的过去分词） adj.不冻的

284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85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86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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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88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0 variety 1 [英 [və̍ raɪəti] 美 [vəˈraɪɪti] n.多样；种类；杂耍；变化，多样化

291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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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vessels 1 ['vesəlz] n. 容器；船只；血管 名词vesse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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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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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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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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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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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eakens 1 ['wiː kən] v. 使 ... 弱，削弱； 变弱； 弄淡

299 weather 1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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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2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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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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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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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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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07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0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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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2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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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15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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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your 5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17 zoo 2 [zu:] n.动物园 n.(Zoo)人名；(朝)朱；(阿拉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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