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rricane Alpha_ Experts
Expect Additional Storms, May Run Out of Names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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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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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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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torms 18 英 [stɔːm] 美 [stɔː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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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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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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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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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urricanes 8 ['hʌrikənz] n. 飓风（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

12 season 8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13 year 7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4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bell 6 [bel] n.铃，钟；钟声，铃声；钟状物 vt.装钟于，系铃于 vi.鸣钟；成钟状鼓起

16 hurricane 6 ['hʌrikən] n.飓风，暴风

17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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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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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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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1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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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named 5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3 winds 5 ['waɪndz] [ win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4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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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gency 4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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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lantic 4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28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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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noaa 4 ['nəuə] abbr.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

30 storm 4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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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3 warmer 4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34 active 3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35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36 cycle 3 ['saikl] n.循环；周期；自行车；整套；一段时间 vt.使循环；使轮转 vi.循环；骑自行车；轮转

37 expect 3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38 experts 3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39 forecaster 3 ['fɔ:kɑ:stə] n.预报员 n.(Forecaster)人名；(英)福卡斯特

40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1 increased 3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 klotzbach 3 克洛茨巴赫

43 maj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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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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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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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wea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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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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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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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51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52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53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54 again 2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55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56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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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ugust 2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59 average 2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60 become 2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61 busy 2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62 Caty 2 卡蒂

63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4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65 Colorado 2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66 crazy 2 ['kreizi] adj.疯狂的；狂热的，着迷的

67 estimated 2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68 estimates 2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69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70 fa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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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uel 2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72 Gerry 2 ['geri] n.格里（男名）

73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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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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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海伊

75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76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77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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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79 level 2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80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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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looks 2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82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83 middle 2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84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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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ame 2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86 nine 2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87 normal 2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88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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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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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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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powerful 2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92 predict 2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93 records 2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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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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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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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98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99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10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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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tate 2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102 stronger 2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103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04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05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06 usual 2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107 weak 2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108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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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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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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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14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115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16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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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19 alpha 1 ['ælfə] n.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开端；最初

120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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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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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tmospheric 1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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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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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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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30 Brian 1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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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33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134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135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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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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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39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40 complexities 1 [kəm'pleksəti] n. 复杂；复杂性；复杂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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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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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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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46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147 destructive 1 [di'strʌktiv] adj.破坏的；毁灭性的；有害的，消极的

148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49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150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151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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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nglis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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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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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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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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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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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pectation 1 [,ekspek'teiʃən] n.期待；预期；指望

160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61 favorable 1 ['feivərəbl] adj.有利的；良好的；赞成的，赞许的；讨人喜欢的

162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63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64 forecast 1 ['fɔ:kɑ:st] vt.预报，预测；预示 n.预测，预报；预想 vi.进行预报，作预测

165 formation 1 [fɔ:'meiʃən] n.形成；构造；编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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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68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69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70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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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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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74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75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176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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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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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81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8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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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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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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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189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90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91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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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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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95 make 1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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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98 Miami 1 n.迈阿密（美国美国佛罗里达州东南部港市）

199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00 names 1 [neɪmz] n. 复合名 名词name的复数形式.



201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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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04 occurs 1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5 oceanic 1 ['əuʃi'ænik] adj.海洋的；海洋产出的；在海洋中生活的；广阔无垠的

206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20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08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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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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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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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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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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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214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215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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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hil 1 [fil] abbr.哲学（philosophy）

217 predicted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218 predictive 1 [pri'diktiv] adj.预言性的；成为前兆的

219 predicts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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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22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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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25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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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gistered 1 ['redʒistəd] adj.注册的；记名的；登记过的；（家畜等）附有血统证明的

228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229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30 repeating 1 [ri'pi:tiŋ] adj.重复的；反复的；循环的

231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32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33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34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35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36 seasonal 1 ['si:zənəl] adj.季节的；周期性的；依照季节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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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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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40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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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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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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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orminess 1 ['stɔ:minis] n.风暴度；磁暴度；猛烈

246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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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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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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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51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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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54 thanks 1 n.谢谢（只用复数） int.谢谢

25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6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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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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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6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61 uncontrolled 1 英 [ˌʌnkən'trəʊld] 美 [ˌʌnkən'troʊld] adj. 不受抑制的；不受控制的；自由的

26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63 unlikely 1 [,ʌn'laikli] adj.不太可能的；没希望的 adv.未必

264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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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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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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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8 Waters 1 ['wɔ:təz] n.沃特斯（姓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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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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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eek 1 [wi:k] n.周，星期

272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3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274 wetter 1 ['wetə] n.[助剂]湿润剂；（印刷前纸张的）湿润工 adj.湿的；多雨的（wet的比较级） n.(Wetter)人名；(德、法、捷、瑞
典)韦特尔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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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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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9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280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