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orld Food Production Also
Having Big Effect on Climate Chang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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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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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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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od 11 [fu:d] n.食物；养料

7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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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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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hange 8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0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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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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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world 8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5 climate 7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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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missions 6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18 stud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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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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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f 5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1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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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metric 5 ['metrik] adj.公制的；米制的；公尺的 n.度量标准

23 tons 5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24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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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illion 4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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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elsius 4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29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0 gas 4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31 greenhouse 4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32 nearly 4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33 pollution 4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34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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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university 4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6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7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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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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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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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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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t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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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used 3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2 century 3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43 cut 3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44 degrees 3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45 earth 3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46 fossil 3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47 fuel 3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48 gases 3 ['ɡæsɪz] n. 气体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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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l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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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Minnesota 3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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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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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production 3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55 reducing 3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56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57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8 waste 3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59 achievable 2 [ə'tʃi:vəbəl] adj.可完成的；可有成就的；做得成的

60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61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62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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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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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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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8 calories 2 ['kælərɪz] n. 卡路里 名词calorie(calory)的复数形式.

69 completely 2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70 curr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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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at 2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72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73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74 farming 2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75 foods 2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76 goals 2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77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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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ealthier 2 ['helθiər] adj. 更健康的，更健壮的（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

79 hill 2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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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improvements 2 [ɪmp'ruːvmənts] 改进

82 improving 2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83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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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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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87 meat 2 [mi:t] n.肉，肉类（食用）

88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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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90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91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92 Paris 2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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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l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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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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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reach 2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97 reduce 2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98 rotation 2 [rəu'teiʃən] n.旋转；循环，轮流

99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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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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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oil 2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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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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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emperatures 2 ['temprətʃəz] 温度

10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06 us 2 pron.我们

107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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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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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112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13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114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1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16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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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9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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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1 ate 1 [et,eit] v.吃（eat的过去式）

122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23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124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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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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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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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iosystem 1 ['baɪəsɪstəm] 生物系统

129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30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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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133 calorie 1 ['kæləri] n.卡路里（热量单位）

134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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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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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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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learing 1 ['kliəriŋ] n.结算；空地；清扫 v.澄清；放晴（clear的ing形式）

140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41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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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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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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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147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48 cows 1 n.牛；乳牛（cow的复数）

149 crop 1 [krɔp] n.产量；农作物；庄稼；平头 vt.种植；收割；修剪；剪短 vi.收获

150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51 dead 1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152 deforestation 1 [di:,fɔri'steiʃən] n.采伐森林；森林开伐

153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54 dies 1 ['daii:z] v.死亡；消失（动词di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凋谢 n.[机]模具（名词die的复数）；（拉）日 n.(Dies)人名；(英)
戴斯；(西)迭斯

155 diet 1 ['daiət] n.饮食；食物；规定饮食 vi.节食 vt.[医]照规定饮食 n.(Diet)人名；(法)迪耶

156 disappears 1 英 [ˌdɪsə'pɪə(r)] 美 [ˌdɪsə'pɪr] vi. 消失；不见；失踪

157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58 driver 1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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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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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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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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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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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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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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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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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70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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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tinction 1 n.灭绝；消失；消灭；废止

172 extinctions 1 n.[生物] 灭绝（extinction的复数）; 消失; 废除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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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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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176 fertilizer 1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177 fertilizers 1 ['fɜ tːəlaɪzəz] 肥料

178 fixing 1 ['fiksiŋ] n.固定；安装；设备；修理 v.固定（fix的现在分词）

179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80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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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83 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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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86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87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188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89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90 halted 1 [hɔː lt] n. 停止；止步 v. 停止；中止；暂停 v. 踌躇；犹豫；跛行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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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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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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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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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97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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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200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01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02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03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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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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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Jason 1 ['dʒeisən] n.詹森（男子名）

206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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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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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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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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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12 lev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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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4 light 1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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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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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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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19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20 managing 1 ['mænidʒiŋ] adj.管理的；节约的；爱管闲事的 v.管理；设法对付（manage的ing形式）

221 measuring 1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222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23 methane 1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224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25 mismanage 1 [,mis'mænidʒ] vt.办错；处置失当；对…管理不善

226 mismanaged 1 [ˌmɪs'mænɪdʒ] vt. 处置失当； 对 ... 管理不善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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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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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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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32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3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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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236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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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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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Oxford 1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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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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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44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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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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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la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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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oorer 1 英 [pʊə(r)] 美 [pʊr] adj. 可怜的；贫穷的；低劣的 n. 穷人

248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49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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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redictions 1 [prɪ'dɪkʃnz] 预言

252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53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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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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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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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58 profitability 1 n.盈利能力；收益性；利益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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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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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62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63 reached 1 到达

26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65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66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67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8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69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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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restaurants 1 餐馆

272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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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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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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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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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79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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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81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82 stays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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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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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86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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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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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3 trillion 1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294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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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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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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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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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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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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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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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warming 1 ['wɔ:miŋ] n.加温，暖和；气温升高 adj.让人感到暖和的 v.加温；兴奋；同情（warm的ing形式） n.(Warming)人名；
(丹、瑞典)瓦明

303 warns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0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5 wasted 1 ['weistid] adj.浪费的 v.浪费（waste的过去式）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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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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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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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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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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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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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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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14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15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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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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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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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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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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