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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动植物研究

Unit 1

Unit
在雅思阅读中，动物话题出题频率居高不下，

如蚂蚁、猩猩、猛犸象、恐龙、鹦鹉等，一直受到

雅思考官的青睐。其主要探讨这些物种在生态、科

技和农业等方面的应用及其生存状况。植物类话题

出题频率相对较低，主要涉及植物的生长周期、自

我保护及其对人类生活（如医疗、制药等方面）的

影响。

Read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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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经回顾

20190523 P2   The Culture of Chimpanzee 黑猩猩文

化

20190518 P1   Ambergris 龙涎香

20190518 P2   Birds Migration 鸟类的迁徙

20190511 P2   Spider Silk 蜘蛛丝

20190504 P1   Otters 水獭

20190323 P2   Leaf-cutting Ants and Fungus 切叶

蚁和真菌

20190314 P1   Wild Animal: Domesticated Foxes

野生动物：驯养的狐狸

20190117 P1   Forgotten Forests 遗忘的森林

20190112 P2   Mammoth Kill 猛犸象灭绝

20190105 P1   Reef Fish Study 珊瑚鱼研究

注： 20190523 代表考试日期，即 2019 年 5 月 23 日；P2

代表Passage 2，即该场考试中阅读部分的第2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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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真题

C14T3P2   Saving Bugs to Find New Drug 拯救虫

子，发现新药物

C13T2P1   Bringing Cinnamon to Europe 将肉桂带到

欧洲

C13T3P1   The Coconut Palm 椰子树

C12T1P1   Cork 软木 
C12T3P1   Flying Tortoises 飞翔的海龟 
C11T3P2   Great Migrations 大迁徙

注： C14 代表《剑桥雅思全真试题 14（A 类）》；T3 代

表 Text 3，P2 代表 Pass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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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1  

fauna [ˈfɔːnə]   n. 动物群

species [ˈspiːʃiːz]   n. 物种；种类

organism [ˈɔːɡənɪzəm]   n. 有机体

mammal [ˈmæml]   n. 哺乳动物

primate  [ˈpraɪmeɪt]   n. 灵长目动物；灵长类

cetacean [sɪˈteɪʃn]   n. 鲸类动物；鲸鱼

crustacean [krʌˈsteɪʃn]   n. 甲壳动物

rodent  [ˈrəʊdnt]   n. 啮齿目动物

amphibious [æmˈfɪbiəs]   adj. 水陆两栖的

小咖 姐说

【amphibious】源自希腊语，由 amphi（在双方）和 bios

（生活）构成。有的动物部分时间在水中生活，部分时

间在陆地上生活，这种在陆地和水中都可以生存的动物

称为“两栖动物”（amphibious animals），常见的两栖动

物有青蛙和蟾蜍。

aquatic [əˈkwætɪk]   adj. 水栖的

reptile [ˈreptaɪl]   n. 爬行动物

vertebrate [ˈvɜːtɪbrət]   adj. 有脊椎的

　拓：invertebrate adj. 无脊椎的

domestic [dəˈmestɪk]   adj.    驯养的；家庭的；

                                                                    国内的

小咖 姐说

【domestic】这个单词含义很丰富，在雅思听力中，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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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经济类文章中该词一般表示“国内的”，而在雅思

阅读中，普遍考查的含义是“家庭的”，往往同义替换

为 at home，household 或 family。

carnivore [ˈkɑːnɪvɔː(r)]   n. 食肉动物

herbivore [ˈhɜːbɪvɔː(r)]   n. 食草动物

omnivorous [ɒmˈnɪvərəs]   adj. 杂食的

nocturnal [ˈnɒktɜːnl]   adj. 夜间活动的

diurnal [daɪˈɜːnl]   adj. 日间活动的

migratory [ˈmaɪɡrətri]   adj. 迁徙的

dormant [ˈdɔːmənt]   adj.    休眠的；

                                                             睡眠状态的

hibernate [ˈhaɪbəneɪt]   v. 冬眠

prey  [preɪ]   n.  猎物

predator  [ˈpredətə(r)]   n.  捕食者；掠夺者

aggressive  [əˈɡresɪv]    adj.  侵略的

captive  [ˈkæptɪv]    adj.  被俘虏的

　拓：captive breeding 人工繁殖；饲养繁殖

solitary  [ˈsɒlətri]   adj.  单独的；独居的

eusocial [juːˈsəʊʃl]   adj.  完全群居的

gregarious [ɡrɪˈɡeəriəs]   adj.  群居的

bacteria  [bækˈtɪəriə]   n.  细菌

virus [ˈvaɪrəs]   n.  病毒

microbe [ˈmaɪkrəʊb]   n.  微生物

germ  [dʒɜːm]   n.  细菌；胚芽

fungus  [ˈfʌŋgəs]   n.  真菌；菌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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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septic  [ˌæntiˈseptɪk]   adj.   杀菌的；防腐的

ferment [fəˈment]   v.  发酵

worm  [wɜːm]   n.  虫

insect  [ˈɪnsekt]   n.  昆虫

小咖 姐说

【insect】词根 sect 表示 cut（切）。昆虫的身体是由

功能不同的三个体节构成的，分别是头部、胸部和腹

部。西方人认为这三个部分的相互连接处似乎呈现出

“切进去”的痕迹，所以根据这一形态特点将其拼写为

insect。

larva [ˈlɑːvə]   n.  幼虫

　拓： larval adj.  幼虫的

aphid [ˈeɪfɪd]   n.  蚜虫

pest  [pest]   n. 害虫

parasite  [ˈpærəsaɪt]   n.  寄生虫

　同：vermin  

mosquito [məˈskiːtəʊ]   n.  蚊子

locust  [ˈləʊkəst]   n.  蝗虫

termite  [ˈtɜːmaɪt]   n.  白蚁

pup [pʌp]   n.  小狗

calf [kɑːf]   n.  小牛

cub  [kʌb]   n.  幼兽

小咖 姐说

【cub】这个单词一般指狐﹑熊﹑狮或虎等的幼崽，如

bear cub，tiger cub 等。猴子的幼崽习惯上被称为 baby 

monkey；小狗崽一般用 pup 或者 puppy 表示；其他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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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崽还有 kitten（小猫），piglet（小猪）等。人类的小孩

常用 child/children 表示，年纪再小一点的用 infant（婴儿），

fetus（胎儿）表示。

cattle  [ˈkætl]   n.  牛；牲口

buffalo  [ˈbʌfələʊ]   n.  水牛

ox  [ɒks]   n.  牛；公牛

tortoise  [ˈtɔːtəs]   n.  陆龟

turtle  [ˈtɜːtl]   n.  海龟

dinosaur [ˈdaɪnəsɔː(r)]   n.  恐龙

gorilla [ɡəˈrɪlə]   n.  大猩猩

dolphin  [ˈdɒlfɪn]   n.  海豚

oyster  [ˈɔɪstə(r)]   n.  牡蛎

habitat  [ˈhæbɪtæt]   n.  栖息地

nest  [nest]   n. 巢；窝 

burrow  [ˈbʌrəʊ]   n.  洞穴

colony [ˈkɒləni]   n.    种群；动物栖息地；

                                                                    殖民地

hive  [haɪv]   n.  蜂巢

cell  [sel]   n. 细胞

　拓：cellular adj. 细胞的

inhabit  [ɪnˈhæbɪt]   v. 居住于

　拓：inhabitant  n.  居民

habitable [ˈhæbɪtəbl]   adj.  适于居住的

aviculture  [ˈeɪvɪkʌltʃə(r)]   n.  鸟类饲养

aviation  [ˌeɪviˈeɪʃn]   n.  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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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ceptible  [səˈseptəbl]   adj. 易受……影响的

be subject to  受制于……的

sensitive  [ˈsensətɪv]   adj. 敏感的

vulnerable  [ˈvʌlnərəbl]   adj.  易受攻击的

fragile  [ˈfrædʒaɪl]   adj.  脆弱的

delicate  [ˈdelɪkət]   adj.  脆弱的；微妙的 

originate  [əˈrɪdʒɪneɪt]   v.  发源，来自

　同：derive  

evolve  [ɪˈvɒlv]   v.  进化；发展

　拓：evolution n.  进化；发展

小咖 姐说

【evolve】前缀 e- 表示“向外”，词根 -volv 表示“滚动”，

evolve 的本义是“向外滚动”，而不断向外滚动就是不

断进化、向前演变的意思。人类社会及自然界都需要不

断进化以适应环境。著名汽车品牌沃尔沃（VOLVO）的

车标图形是一个由双圆环组成的车轮，并且有指向右上

方的箭头，中间包含拉丁文（VOLVO），寓意着该品牌

的汽车滚滚向前，公司兴旺发达，前途似锦。

evolutionary [ˌiːvəˈluːʃənri]  adj. 进化的

metamorphosis  [ˌmetəˈmɔːfəsɪs]   n.  蜕变；变形

variation  [ˌveəriˈeɪʃn]   n. 变异；变化

　拓：variant n. 变体

　同：mutation  

diversity [daɪˈvɜːsəti]   n.  差异；多样性

　拓：diverse adj. 多种多样的；不同的

disparity  [dɪˈspærəti]   n.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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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repancy [dɪˈskrepənsi]   n. 矛盾；差异

mutualism  [ˈmjuːtʃʊəlɪz(ə)m]   n.  互利共生

chemical resistance  耐化学性

epidemic  [ˌepɪˈdemɪk]   adj.     流行的；

                                                                传染性的

infection  [ɪnˈfekʃn]   n.  传染

　拓：infectious adj. 传染的

contagious  [kənˈteɪdʒəs]   adj.  感染性的

shepherd [ˈʃepəd]   n.  牧羊者

tame [teɪm]   v.  驯化，驯养

flock  [flɒk]   n.  羊群；人群

                                 v. 聚集

　拓：Birds of a feather flock together.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herd [hɜːd]   n. 畜群；放牧人

beast  [biːst]   n.  野兽

brute  [bruːt]   adj.  野兽的；残忍的

                              n. 牲畜

relentless [rɪˈlentləs]   adj. 残酷的；无情的

　同：cruel  

instinct [ˈɪnstɪŋkt]   n. 本能；直觉

　拓：instinctive adj. 本能的；直觉的；天生的

intuitive  [ɪnˈtjuːɪtɪv]   adj.  直觉的

　拓：counter-intuitive   adj. 与预料相反的；反直觉的

ancestor  [ˈænsestə(r)]   n. 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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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spring [ˈɒfsprɪŋ]   n. 子孙；后代 

                                                         （单复数同形 )

　同：descendant  

breed  [briːd]   v.  繁殖；滋生

           n.  品种

　拓：interbreed  v.  品种杂交

strain [streɪn]   n. 血缘；压力

pedigree  [ˈpedɪɡriː]   n.  血统；家谱

reproduce [ˌriːprəˈdjuːs]   v.  繁殖；复制

proliferate [prəˈlɪfəreɪt]   v.  增殖；扩散；激增

　拓：proliferation n.  增殖；激增

hybrid  [ˈhaɪbrɪd]   n.  杂交

mating  [ˈmeɪtɪŋ]   n.  交配

　拓：mate v.  交配；成为伙伴

courtship  [ˈkɔːtʃɪp]   n.  求爱；求爱期

mature [məˈtʃʊə(r)]   adj.  成熟的

　拓：maturity n. 成熟

forage [ˈfɒrɪdʒ]   v.  觅食   

             n.  粮草；饲料

hatch  [hætʃ]   v.  孵化

spawn  [spɔːn]   v.  产卵；大量生产

fur  [fɜː(r)]   n. 毛皮 

feather [ˈfeðə(r)]   n. 羽毛

　同：plume                                                                           

skin  [skɪn]   n.  皮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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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  [fɪn]   n.  鳍

paw  [pɔː]   n.  手掌；爪子

　同：claw   

beak  [biːk]   n.  鸟嘴

fossil  [ˈfɒsl]   n.  化石

小咖 姐说

【fossil】化石，源自拉丁文 fossils 一词，原本是古生物

的遗体或残骸，被深埋地底，经过千万年岁月而变成了

岩石。通过研究这些化石，古生物学家和考古学家可以

了解远古时期地球的活动状态，所以 fossil 一词常在雅思

阅读的地质类、地理类文章中出现。

fossil fuel              化石能源

小咖 姐说

【fossil fuel】化石能源是一种碳氢化合物或其衍生物，

它由古代生物的化石沉积而来，属于不可再生能源。

化石能源所包含的天然资源有煤（coal）、石油（oil）

和天然气（natural gas）等。在《剑桥雅思全真试题 11

（A 类）》Test 3 的第 3 篇文章中曾考过 non-fossil-based 

fuels=renewable energy。

sample  [ˈsɑːmpl]   n. 样品

　拓：sampling n. 取样，采样

classify  [ˈklæsɪfaɪ]   v. 分类 

taxonomy [tækˈsɒnəmi]   n. 分类法

imitate [ˈɪmɪteɪt]   v. 模仿

　拓：imitation n.  模仿；仿制品

emulate  [ˈemjuleɪt]   v. 仿真；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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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mimic  

dilemma [dɪˈlemə]   n.  困境

　同：plight                                                                                 

pitfall  [ˈpɪtfɔːl]   n.  陷阱

stranded [strændɪd]   adj. 搁浅的

plague [pleɪg]   n.  瘟疫

ivory [ˈaɪvəri]   n.  象牙

　拓：ivory tower   象牙塔

小咖 姐说

【ivory tower】象牙塔，原本是 19 世纪法国文艺批评家

查理·奥古斯丁（Charles Augustin) 批评浪漫主义诗人维尼

（Vigny）的，因为后者的作品中常常弥漫着悲观、绝望

的论调。在汉语中，“象牙塔里的人”常比喻“脱离繁

杂多变现实生活的知识分子，专心从事学术事业的人”。

horn  [hɔːn]   n. 角

excrete  [ɪkˈskriːt]   v.  分泌；排出

　同：secrete   

track  [træk]   n. 行踪

trace  [treɪs]   n.  痕迹；微量

extinct  [ɪkˈstɪŋkt]   adj.  耗尽的；灭绝的

　拓：extinction n.  灭绝；消失

exterminate  [ɪkˈstɜːmɪneɪt]   v. 根除；灭绝

　拓：extermination n. 根除；灭绝

devour  [dɪˈvaʊə(r)]   v. 吞食

vanish  [ˈvænɪʃ]   v. 消失



电子工业出版社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Unit 1    15 1
Unit

植物2  

flora  [ˈflɔːrə]   n.  植物群

vegetation  [ˌvedʒɪˈteɪʃn]   n.  植被

herb  [həb]   n.  药草；香草

botany  [ˈbɒtəni]   n.  植物学

　拓：botanical adj. 植物学的

horticulture  [ˈhɔːtɪkʌltʃə(r)]   n.  园艺

forestry  [ˈfɒrɪstri]   n.  林业；森林地带

ecology  [iˈkɒlədʒi]   n.  生态学

ecosystem  [ˈiːkəʊsɪstəm]   n. 生态系统

eco-friendly  [ˌiːkəʊ ˈfrendli]  adj. 环保的

crop  [krɒp]   n.  农作物

　拓：cash crops   经济作物

          drought-enduring crops 耐旱作物

grain  [greɪn]   n. 谷物

rainforest  [ˈreɪnfɒrɪst]   n. 热带雨林

jungle  [ˈdʒʌŋgl]   n.  丛林

shrub [ʃrʌb]   n. 灌木

plantation [plɑːnˈteɪʃn]   n.  种植园

timber [ˈtɪmbə(r)]   n.  木材

　同：lu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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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 [lɒɡ]   n.  原木；日志

　拓：logging n.  伐木作业

小咖 姐说

【log】原义是“原木，木材”，即砍下来的树木，主要用

来烧柴或建造房屋。logging 指“伐木作业”。古代航海业

十分发达，大部分的船只都是用木头建造的，船员们在木

头（log）上记录自己的航行时间，所以 log 就衍生出“航

海日志”的意思。新时代人们赋予了该词全新的阐释，现

在常用的 blog（文字博客）、vlog（视频博客）均源自该词。

branch [brɑːntʃ]   n. 树枝；支流

trunk [trʌŋk]   n. 树干；躯干

hemp [hemp]   n. 麻类植物

host plant  寄生植物

coconut [ˈkəʊkənʌt]   n. 椰子

arbour [ˈɑːbə(r)]   n. 藤架

rubber  [ˈrʌbə(r)]   n.  橡胶

perennial  [pəˈreniəl]   adj.  多年生的；

  四季不断的

evergreen  [ˈevəɡriːn]   adj.  常绿的

deciduous  [dɪˈsɪdjuəs]   adj.  落叶的

conifer  [ˈkɒnɪfə(r)]   n.  针叶树

deformed  [dɪˈfɔːmd]   adj.  畸形的

　拓：deformity n.  畸形

lush  [lʌʃ]   adj.  苍翠繁茂的

verdant [ˈvɜːdnt]   adj. 青翠的

spore  [spɔː(r)]   n.  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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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 [siːd]   n.  种子

　拓： seedling n.  幼苗，秧苗

germinate [ˈdʒɜːmɪneɪt]   v.  发芽

　同：burgeon，sprout 

bud  [bʌd]   n.  芽；花蕾

blossom  [ˈblɒsəm]   v.  开花

　同：bloom                                                                            

pollen [ˈpɒlən]   n.  花粉

pollination [ˌpɒləˈneɪʃn]   n.  授粉

ripen  [ˈraɪpən]   v.  （使）成熟

regenerate  [rɪˈdʒenəreɪt]   v.  新生；再生

　拓：regeneration n.  新生；再生

productive  [prəˈdʌktɪv]   adj.  多产的

wither  [ˈwɪðə(r)]   v.  枯萎

degenerate [dɪˈdʒenəreɪt]   v.  恶化；退化

decompose  [ˌdiːkəmˈpəʊz]   v.  分解；腐烂

　同：rot，decay  

humus [ˈhjuːməs]   n.  腐殖质

radiate [ˈreɪdieɪt]   v.  散发；辐射

　拓：radiation n.  辐射

release [rɪˈlɪːs]   v. 发射；释放

emission [ɪˈmɪʃn]   n.  发射；排放

　拓：carbon emission  碳排放

小咖 姐说

【carbon emission】碳排放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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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简称。温室气体中最主要的气体是二氧化碳，因此用

碳（carbon）一词作为代表。人类的任何活动都会产生碳

排放，许多科学家认为温室气体已经并将继续给人类及

赖以生存的地球带来灾难，所以提出控制碳排放这样的

倡议。

absorb  [əbˈzɔːb]   v.  吸收；全神贯注

dissolve [dɪˈzɒlv]   v. 分解；使融化

circulate  [ˈsɜːkjəleɪt]   v.  循环；传播

　拓：circulation  n. 循环；传播

circular [ˈsɜːkjələ(r)]   adj.  循环的；圆形的

dilute  [daɪˈluːt]   v.  稀释

solution [səˈluːʃn]   n.  溶液；解决办法

　拓：water-soluble adj. 可溶于水的

enzyme [ˈenzaɪm]   n. 酵素

catalyst [ˈkætəlɪst]   n.  催化剂

elastic [ɪˈlæstɪk]   adj. 有弹力的；有弹性的

　拓：elasticity n.  弹力；弹性 

algae  [ˈældʒiː]   n.  藻类

chlorophyll [ˈklɒrəfɪl]   n.  叶绿素

respire  [rɪˈspaɪə(r)]   v.  呼吸

photosynthesis [ˌfəʊtəʊˈsɪnθəsɪs]   n.  光合作用

小咖 姐说

【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通常是指绿色植物在可见

光的照射下，经过光反应和暗反应，利用光合色素将二

氧化碳（或硫化氢）和水转化为有机物，并释放出氧气（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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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的生化过程。词根 photo 表示“光的；摄影的”，

类似的词有 photoperiodism（光周期现象），photography 

（摄影术），photochemical（光化学的）。

pasture [ˈpɑːstʃə(r)]   n. 牧场

grazing [ˈɡreɪzɪŋ]   n.  放牧；牧场

plough  [plaʊ]   n.  犁；耕地 

shade [ʃeɪd]   n.  阴凉处；色度；差别

　拓： shade tolerance  耐阴性

         shade-demanding plant 阴性植物

shadow [ˈʃædəʊ]   n.  阴影；影子

conserve  [kənˈsɜːv]   v.  保存

　同：preserve  

reserve  [rɪˈzɜːv]   v.   保存；预订

                  n. 储备；保留

　拓：natural reserve   自然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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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雅思阅读中自然地理类的文章频

繁出现，话题包括海洋垃圾、洪水控制、地震、

泥石流和气候变化等。文章的整体基调往往偏向

负面，但是也会探讨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后代

的可持续发展不断改变现状所付诸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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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经回顾

20190126P2     Coral Reefs 珊瑚礁

20181103P2     New Zealand's Marine Life 新西兰

的海洋生命

20181013P2     Going with Flow-Florida Bay’s  

Ecological Problems 佛 罗 里 达 海

湾的生态问题

20180719P3   British Woodlands 英国林地

剑桥真题

C14T4P3   Marine Debris 海洋垃圾

C11T1P3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Climate  

Change 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

C9T2P2     Venus in Transit 金星凌日 

C8T2P2     The Little Ice Age 小冰川时期

C6T1P3       Climate Change and the Inuit 气候变 

化与因纽特人

C5T3P2     Disappearing Delta 消失的三角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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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现象1  

solar [ˈsəʊlə(r)]   adj.  太阳的

　拓：solar calendar   阳历

lunar [ˈluːnə(r)]   adj.  月亮的

　拓：lunar calendar  阴历

calendar [ˈkælɪndə(r)]   n.  日历

eclipse [ɪˈklɪps]   n.  日蚀   v. 遮蔽；使失色

dusk [dʌsk]   n.  黄昏

hydrogen [ˈhaɪdrədʒən]   n.  氢

oxygen [ˈɒksɪdʒən]   n.  氧

dioxide [daɪˈɒksaɪd]   n.  二氧化物

oxidation  [ˌɒksɪˈdeɪʃn]   n.  氧化

carbon [kɑːbən]   n.  碳

nitrogen [ˈnaɪtrədʒən]   n.  氮

methane [ˈmiːθeɪn]   n.  甲烷，沼气

climate [ˈklaɪmət]   n.  气候

meteorology [ˌmiːtiəˈrɒlədʒi]   n.  气象学

　拓：meteorological  adj.  气象学的

phenomenon [fəˈnɒmɪnən]   n.  现象

drought [draʊt]   n.  干旱

flooding [ˈflʌdɪŋ]   n.  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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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rent [ˈtɒrənt]   n. 激流

　拓：torrential adj.  汹涌的

El Nino   厄尔尼诺现象

小咖 姐说

【El Nino】来源于西班牙语，一般出现在 12 月圣诞节前

后，所以又称“圣婴现象”，是秘鲁、厄瓜多尔一带的

渔民用以称呼一种异常气候现象的名词。其主要指太平

洋东部和中部的热带海洋的海水温度持续异常升高，使

整个世界气候模式发生变化，造成一些地区干旱而另一

些地区又降雨量过多的情况。但这个状态要维持 3 个月

以上，才认定是真正发生了厄尔尼诺现象。

avalanche  [ˈævəlɑːnʃ]   n.   雪崩

typhoon [taɪˈfuːn]   n.  台风

tornado [tɔːˈneɪdəʊ]   n.  龙卷风

hurricane [ˈhʌrɪkən]   n.  飓风

小咖 姐说

【hurricane】该词来自美洲玛雅神话中的创世神之一的

雷暴与旋风之神 Hurakan（胡拉坎）。在玛雅神话中，当

世界还处于混沌未开之时，Hurakan 朝水面用力吹了一口

气，吹开了水，露出了干燥的大地。后来，Hurakan 又施

展魔法，引来暴雨和洪水毁灭了人类。生活在加勒比海

的土著人用 Hurakan 称呼当地的强热带风暴，认为这种

风暴是 Hurakan 在施展魔法。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加勒比

海地区后，将 Hurakan 一词带入西班牙语，用来表示飓风。

该词进入英语后，拼写变成了 hurricane。

monsoon  [ˌmɒnˈsuːn]   n.  季风；雨季

shower [ˈʃaʊə(r)]   n.  阵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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