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2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Non-Native Species to
Rise Sharply by 2050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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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idental 1 [,æksi'dentəl] adj.意外的；偶然的；附属的；临时记号的 n.次要方面；非主要的特性；临时记号

3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4 activit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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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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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ien 10 ['eiljən] adj.外国的；相异的，性质不同的；不相容的 n.外国人，外侨；外星人 vt.让渡，转让 n.(Alien)人名；(法)阿利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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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12 allowed 1 adj.允许，容许的 v.允许；认可（allow的过去分词）

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imals 5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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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0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1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2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23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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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her 1 ['æʃə] n.亚瑟（犹太民族的祖先之一，雅各的第八个儿子）

25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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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a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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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8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29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30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31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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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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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35 biodiversity 3 [,baiəudai'və:səti] n.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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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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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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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42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43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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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scade 1 n.小瀑布，瀑布状物；串联 vi.像瀑布般大量倾泻下来 vi.像瀑布般悬挂着

45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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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entre 1 ['sentə] vi.以…为中心 vt.集中；将…放在中央 n.中心 adj.中央的

48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49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50 change 4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1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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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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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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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57 continent 2 ['kɔntinənt] n.大陆，洲，陆地 adj.自制的，克制的

58 continue 2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59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60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1 creatures 1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62 crustaceans 1 [krʌs'teɪʃnz] 甲壳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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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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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67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8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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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cologist 1 [i:'kɔlədʒist] n.生态学者

71 ecology 1 [i:'kɔlədʒi] n.生态学；社会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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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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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76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77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78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79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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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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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volution 1 [,i:və'lu:ʃən, ,ev-] n.演变；进化论；进展

82 evolutionary 1 [,i:və'lu:ʃənəri] adj.进化的；发展的；渐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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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85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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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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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88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89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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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2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93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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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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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97 gradual 1 ['grædʒuəl] adj.逐渐的；平缓的 n.弥撒升阶圣歌集

98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9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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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anno 2 n.(Hanno)人名；(西)安诺；(德、挪、瑞典)汉诺

102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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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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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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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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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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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10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11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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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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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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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creases 2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16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7 insects 1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118 introduction 1 [,intrə'dʌkʃən] n.介绍；引进；采用；入门；传入

119 introductions 3 n. 说明；介绍 名词introduction的复数形式.

120 invasive 3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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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rvine 1 ['ə:vin] n.警官

123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4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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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Jones 1 [dʒəunz] n.琼斯（姓氏）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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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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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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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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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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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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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33 l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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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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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ikelihood 1 ['laiklihud] n.可能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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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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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3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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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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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44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45 model 2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146 mollusks 1 ['mɒlʌsks] 软体动物类

147 mo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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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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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0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51 movements 3 ['muːvmənts] n. 动作

152 native 3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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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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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57 non 3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158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59 numb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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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bservation 1 [,ɔbzə:'veiʃən] n.观察；监视；观察报告

161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2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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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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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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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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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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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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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71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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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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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泰)巴；(法)帕尔

172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73 pathways 1 路； 途径

174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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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76 plac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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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78 plant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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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80 pose 1 vt.造成，形成；摆姿势；装模作样；提出…讨论 vi.摆姿势；佯装；矫揉造作 n.姿势，姿态；装模作样

181 posing 1 ['pəʊzɪŋ] n. 摆架式 名词pos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2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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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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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predicting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187 predictions 1 [prɪ'dɪkʃnz] 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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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90 problematic 1 [,prɔblə'mætik] adj.问题的；有疑问的；不确定的

191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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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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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roportion 2 n.比例，占比；部分；面积；均衡 vt.使成比例；使均衡；分摊

196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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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99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0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01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02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03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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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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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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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07 rise 2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08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209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10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11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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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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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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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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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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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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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218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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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hocking 1 ['ʃɔkiŋ] adj.令人震惊的；可怕的，令人厌恶的；糟糕的 v.感到震惊；震动；冲突（shock的ing形式）

22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21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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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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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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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26 sorte 2 ['sɔː teɪ] 分拣器, 分类机

227 species 21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228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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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ud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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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232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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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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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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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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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3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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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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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43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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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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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46 trade 2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247 transported 2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248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249 undesirable 1 [,ʌndi'zaiərəbl] adj.不良的；不受欢迎的；不合需要的 n.不良分子；不受欢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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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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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us 1 pron.我们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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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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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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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8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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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w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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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61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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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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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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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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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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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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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0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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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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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7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75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76 you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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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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