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terial from Coconuts Helps
Protect Coastal Area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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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3 adapt 1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4 adapted 2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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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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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ong 2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8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9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 always 2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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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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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as 5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6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7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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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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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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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2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3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4 bandung 1 ['bɑ:nduŋ] n.万隆（印度尼西亚爪哇岛西部城市）

25 barriers 6 ['bæriəz] 障碍

26 bas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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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tture 1 ['bəttʃə] n. 河洲；河滩地

28 bay 1 [bei] n.海湾；狗吠声 vt.向…吠叫 vi.吠叫；大声叫嚷 n.(Bay)人名；(越)七；(英、老)贝；(德、意、罗、捷、土、丹)巴伊；
(匈)鲍伊；(瑞典)巴伊

29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beach 1 [bi:tʃ] n.海滩；湖滨 vt.将…拖上岸 vi.搁浅；定居 n.(Beach)人名；(英)比奇

31 beaches 2 [biː tʃ] n. 海滩；海滨；沙滩 vt. 拖(船)上岸

3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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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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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ing 4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6 biodegrade 2 [,baiəudi'greid] vt.生物递降分解 vi.进行生物降解

37 Boston 2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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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0 build 2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41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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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uilt 2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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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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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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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a 2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47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8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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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hapel 1 ['tʃæpəl] n.小礼拜堂，小教堂；礼拜 adj.非国教的 n.(Chapel)人名；(法)沙佩尔；(英)查普尔

51 chips 1 [tʃips] n.[食品]炸土豆条；小木片；（作赌注用的）圆形筹码；缺口（chip的复数形式）

52 coastal 3 ['kəustəl] adj.沿海的；海岸的

53 coconut 12 ['kəukənʌt] n.椰子；椰子肉

54 coconuts 2 英 ['kəʊknʌts] 美 ['koʊknʌts] n. 椰子 名词coconut的复数形式.

55 coir 5 [kɔiə] n.椰子壳之纤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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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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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59 concrete 2 [kən'kri:t, 'kɔnkri:t] adj.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vi.凝结 vt.使凝固；用混凝土修筑 n.具体物；凝结物

60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6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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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64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5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6 damaged 2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7 decay 1 [di'kei] vi.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n.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vt.使腐烂，使腐败；使衰退，使衰落 n.(Decay)人
名；(法)德凯

68 Delaware 1 ['deləwɛə] n.特拉华州（位于美国东部）

69 DES 1 [des] abbr.数据加密标准（dataencryptionstandard）；教育和科学部（DepartmentofEducationandScience）；目的港交货
（DeliveredExShip）；微分方程解算器（differentialequationsolver）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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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2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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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75 dillingham 1 n. 迪林厄姆

76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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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9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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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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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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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dgartown 1 n. 埃德加敦(在美国；西经 70º30' 北纬 41º23')

84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85 effort 2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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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87 employ 1 [im'plɔi] vt.使用，采用；雇用；使忙于，使从事于 n.使用；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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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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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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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rode 1 [i'rəud] vt.腐蚀，侵蚀 vi.侵蚀；受腐蚀

92 eroded 3 [ɪ'rəʊdɪd] adj. 被侵蚀的；有蚀痕的 动词ero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3 erosion 3 [i'rəuʒən] n.侵蚀，腐蚀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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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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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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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98 felix 1 ['fi:liks] n.菲力克斯（男子名）；费力克斯制导炸弹

99 financed 1 ['faɪnæns] n. 金融；财政；资金 vt. 给 ... 提供资金；负担经费

100 f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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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ishing 1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102 floating 1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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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r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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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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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7 from 9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8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09 gradually 1 ['grædjuəli] adv.逐步地；渐渐地

110 grasses 1 ['grɑːsɪz] n. 禾本科植物 名词grass的复数.

111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12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3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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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16 hard 2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17 harmful 2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18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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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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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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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22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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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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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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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oles 1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126 Hopkins 3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127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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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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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magines 1 [i'meidʒini:z] n.[昆]成虫；意像（imago的复数） v.想像；虚构（imagine的三单形式）

131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2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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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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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ndonesia 1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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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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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nvasive 2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39 is 1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0 isl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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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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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jamaica 1 [dʒə'meikə] n.牙买加（拉丁美洲一个国家）

143 Java 1 ['dʒa:və] n.爪哇岛（位于印尼）；Sun公司推出的一种应用程序开发语言

144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145 julia 1 ['dʒu:ljə] n.朱莉娅（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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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Lac 1 [læk] n.虫胶，[涂料]虫漆 n.(Lac)人名；(法、罗)拉克

148 lake 2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149 larg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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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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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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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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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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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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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ittoral 1 ['litərəl] adj.沿海的；海滨的 n.沿海地区（等于litora）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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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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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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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2 made 3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63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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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arsh 1 [mɑ:ʃ] n.沼泽；湿地 adj.沼泽的；生长在沼泽地的 n.(Marsh)人名；(俄)马尔什；(英、瑞典)马什

166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167 material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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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aterials 3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69 mats 1 abbr.军事空运局（MilitaryAirTransportService） n.(Mats)人名；(瑞典、芬、挪)马茨

170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71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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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etric 1 ['metrik] adj.公制的；米制的；公尺的 n.度量标准

173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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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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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ontreal 1 [,mɔntri'ɔ:l] n.蒙特利尔（加拿大东南部港市）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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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79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80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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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eck 1 [nek] n.脖子；衣领；海峡 vi.搂著脖子亲吻；变狭窄 vt.使变细；与…搂著脖子亲吻 n.(Neck)人名；(德、意、英)内克

183 Neptune 1 ['neptju:n] n.[天]海王星；海神

184 net 2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185 nets 1 [net] n. 网；网状物 adj. 净余的；纯粹的

186 netting 1 ['netiŋ] n.网；网鱼；结网 v.把…织成网；用网捕捉（net的现在分词）

187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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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90 northeastern 1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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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nova 1 ['nəuvə] n.[天]新星 n.(Nova)人名；(意、西、塞、葡)诺娃(女名)，诺瓦；(英)诺瓦

193 nuns 1 n. 修女；尼姑 名词nun的复数形式.

194 oceanography 1 [,əuʃiə'nɔgrəfi] n.海洋学

195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96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97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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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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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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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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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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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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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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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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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08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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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ieces 2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11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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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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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4 plan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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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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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1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17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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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0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221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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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rojec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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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rojects 4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25 protect 3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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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providence 1 ['prɔvidəns] n.天意；深谋远虑

228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29 punched 1 [pʌntʃt] n. 穿孔的 动词pun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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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ather 2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32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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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5 reclaim 1 [ri'kleim] vt.开拓；回收再利用；改造某人，使某人悔改 vi.抗议，喊叫 n.改造，感化；再生胶

236 recycled 1 [ˌriː 'saɪkl] vt. 再利用；使再循环；再制 vi. 循环 n. 再循环

237 reduce 3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38 refuge 3 ['refju:dʒ] n.避难；避难所；庇护 vt.给予…庇护；接纳…避难 vi.避难；逃避

239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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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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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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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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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hode 1 [rəud] n.罗德岛

246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247 riverbank 1 ['rivəbæŋk] n.河堤

248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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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alt 1 [sɔ:lt] n.盐；风趣，刺激性 adj.咸水的；含盐的，咸味的；盐腌的；猥亵的 vt.用盐腌；给…加盐；将盐撒在道路上使冰或
雪融化 n.(Salt)人名；(西)萨尔特；(英)索尔特

250 sandy 1 ['sændi] adj.沙地的；多沙的；含沙的 n.(Sandy)人名；(法、喀、罗、西、英)桑迪(教名Alasdair、Alastair、Alexander、
Alister、Elshender的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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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cotia 1 ['skəuʃə] n.凹形边饰

253 sea 2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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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eeded 1 ['si:did] adj.已播种了的；去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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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enegal 1 [,senə'gɔ:l] n.塞内加尔（非洲国家）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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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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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威妥玛)

259 shell 1 [ʃel] n.壳，贝壳；炮弹；外形 vi.剥落；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剥皮；炮轰

260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261 shielding 1 ['ʃi:ldiŋ] n.[电子]屏蔽；防护 adj.屏蔽的；防护的 v.保护（shield的ing形式）

262 shoreline 5 ['ʃɔ:lain] n.海岸线；海岸线地带

263 shorelines 1 n.海[湖]滨线，海[湖]岸线( shoreline的名词复数 )

264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5 site 3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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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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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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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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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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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73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74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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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277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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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80 structures 2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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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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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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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uit 1 vt.适合；使适应 n.诉讼；恳求；套装，西装；一套外衣 vi.合适；相称

285 superstorm 1 n. 超级风暴

286 suzan 1 n. 苏珊

28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8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89 terms 1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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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92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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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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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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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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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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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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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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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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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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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305 tim 1 [tim] n.蒂姆（男子名）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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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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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ge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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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ons 1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310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11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312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1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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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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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used 7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17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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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village 1 ['vilidʒ] n.村庄；村民；（动物的）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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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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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2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5 washed 1 [wɔʃt] adj.洗过的 v.洗，洗涤（wash的过去分词）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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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aterways 1 ['wɔː təweɪz] n. 排水沟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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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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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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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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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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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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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335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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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henever 1 [hwen'evə, hwən-] conj.每当；无论何时 adv.不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337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38 whi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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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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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41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342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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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45 wood 2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46 wooden 1 ['wudən] adj.木制的；僵硬的，呆板的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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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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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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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0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5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2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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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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