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3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Mars Data Shows
Evidence of Huge Ancient Flood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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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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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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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 15 [mɑ:z] n.战神；[天]火星

7 evidence 14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8 from 1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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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1 b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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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rater 9 ['kreitə] n.火山口；弹坑 vt.在…上形成坑；取消；毁坏 vi.形成坑；消亡

13 planet 9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4 stud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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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wate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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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gale 7 [geil] n.[气象]大风，狂风；（突发的）一阵 n.(Gale)人名；(西、葡、塞)加莱；(缅)格礼；(英)盖尔

17 ha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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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larg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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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0 curiosity 6 [,kjuri'ɔsiti] n.好奇，好奇心；珍品，古董，古玩

21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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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nasa 6 ['næsə; 'nei-] abbr.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NationalAeronauticsandSpaceAdministration） n.(Nasa)人名；(塞)纳莎

23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4 once 6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5 rover 6 ['rəuvə] n.漫游者；流浪者；漂泊者 n.(Rover)人名；(英)罗弗；(意)罗韦尔

26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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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scientists 6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8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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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huge 5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30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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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g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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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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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data 4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34 fair 4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35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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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7 life 4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8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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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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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0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2 conditions 3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43 Cornell 3 [kɔ:'nel] n.康奈尔（姓氏）

44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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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ements 3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47 floods 3 [flʌd] v. 淹没；充满 n. 洪水

48 habitable 3 ['hæbitəbl] adj.可居住的；适于居住的

49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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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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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meteor 3 ['mi:tiə] n.流星；[气象]大气现象

52 observed 3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53 repor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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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uggests 3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55 support 3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56 surf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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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8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9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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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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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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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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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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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66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67 bottom 2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6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9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70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71 co 2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72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73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4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5 existed 2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76 findings 2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77 first 2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78 flowed 2 英 [fləʊ] 美 [floʊ] n. 流动；涨潮；流；流量 vi. 流动；涌出；飘动；流畅 vt. 淹没

79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0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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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ormed 2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82 gigantic 2 [,dʒai'gæntik] adj.巨大的，庞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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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84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85 heydari 2 埃达里

86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87 hit 2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88 ice 2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89 identified 2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0 impact 2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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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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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Lakes 2 [leiks] n.[地理]湖泊，湖畔；[涂料]色淀 n.(Lakes)人名；(德)拉克斯

94 la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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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layer 2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形
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96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97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98 liquid 2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9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00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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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melting 2 ['meltiŋ] adj.融化的；溶解的；动人的；感伤的 v.融化（melt的ing形式）

102 meters 2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03 nature 2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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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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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observations 2 [ɒbzə'veɪʃnz] n.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

107 perseverance 2 [,pɜ:sə'vɪərəns] n.坚持不懈；不屈不挠 n.耐性；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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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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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11 scientific 2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112 sediment 2 ['sedimənt] n.沉积；沉淀物

113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14 sky 2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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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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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ubstance 2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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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1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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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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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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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25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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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writer 2 ['raitə] n.作家；作者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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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29 act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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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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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131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32 alberto 1 n.阿尔贝托（阿塞拜疆教练）

13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4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5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36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37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38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39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40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141 astrobiologist 1 天体生物学家

142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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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145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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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48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149 bomb 1 [bɔm] vt.轰炸，投弹于 vi.轰炸，投弹；失败 n.炸弹

150 brainiest 1 ['breɪni] adj. 聪明的；头脑好的

151 brightly 1 ['braitli] adv.明亮地；鲜明地；生辉地

152 burns 1 [bə:nz] n.络腮胡子 v.[外科]烧伤（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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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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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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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atastrophic 1 adj.灾难的；悲惨的；灾难性的，毁灭性的

157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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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60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61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62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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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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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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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67 deposit 1 n.存款；押金；订金；保证金；沉淀物 vt.使沉积；存放 vi.沉淀

168 deposits 1 英 [dɪ'pɒzɪt] 美 [dɪ'pɑːzɪt] v. 放置；(使)沉淀；存储；付(订金等)；寄存 n. 存款；定金；堆积物；矿床

169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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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detailed 1 ['di:teild, di'teild] adj.详细的，精细的；复杂的，详尽的 v.详细说明（detai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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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74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75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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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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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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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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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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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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81 enters 1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182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8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84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85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86 explorer 1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187 exploring 1 [ɪks'plɔː 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8 explosion 1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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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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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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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93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94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95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96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97 flash 1 [flæʃ] vt.使闪光；反射 n.闪光，闪现；一瞬间 vi.闪光，闪现；反射 adj.闪光的，火速的 n.(Flash)人名；(西)弗拉什

198 flood 1 [flʌd] vt.淹没；充满；溢出 vi.涌出；涌进；为水淹没 n.洪水；泛滥；一大批 n.(Flood)人名；(英)弗勒德；(瑞典、芬)弗洛
德

199 flooding 1 ['flʌdiŋ] n.泛滥；产后出血

200 flowing 1 ['fləuiŋ] adj.流动的；平滑的；上涨的 v.流动；起源；上涨（flow的ing形式）

201 flows 1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202 formations 1 [fɔː 'meɪʃnz] 群系

203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204 frozen 1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205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6 geologic 1 [,dʒiəu'lɔdʒik] adj.地质的；地质学上的

207 geologically 1 [,dʒiə'lɔdʒikəli] adv.从地质学角度

208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209 groundwater 1 ['graund,wɔ:tə] n.地下水 n.(Groundwater)人名；(英)格朗德沃特

210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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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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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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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Hills 1 n.希尔思（猫粮品牌）

216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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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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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18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219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0 inhabited 1 [in'hæbitid] adj.有人居住的 v.占据（inhabit的过去分词）；居住于

221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22 Jackson 1 ['dʒæksn] n.杰克逊（男子名）；杰克逊（美国密西西比州的城市）

223 jezero 1 n. 耶泽罗(东经 17º10' 北纬 44º20')

224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25 landed 1 ['lændid] adj.拥有土地的；陆地上的 v.登陆，登岸（land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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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28 layers 1 ['leɪəs] n.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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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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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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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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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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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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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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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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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ississippi 1 [ˌmisi̍ sipi] n.密西西比河（美国河流，世界上最大的河流之一）；密西西比州（美国州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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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ountain 1 [ˈmauntin，ˈmaʊntən] n.山；山脉 n.(Mountain)人名；(英)芒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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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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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5 newest 1 [nu ɪːst] adj. 最新的 形容词new的最高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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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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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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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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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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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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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hysics 1 ['fiziks] n.物理学；物理现象

256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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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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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61 rainfall 1 ['reinfɔ:l] n.降雨；降雨量

262 rea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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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64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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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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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oar 1 [rɔ:] n.咆哮；吼；轰鸣 vi.咆哮；吼叫；喧闹 vt.咆哮；呼喊；使……轰鸣 n.(Roar)人名；(挪)罗阿尔

268 roaring 1 ['rɔ:riŋ] adj.喧闹的；兴胜的；狂风暴雨的 n.咆哮；怒吼；吼声 v.怒吼（uproar的现在分词）

269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270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271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72 salty 1 ['sɔ:lti] adj.咸的；含盐的

273 sand 1 [sænd] n.沙；沙地；沙洲；沙滩；沙子 vt.撒沙于；以沙掩盖；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使撒沙似地布满；给…掺沙子
vi.被沙堵塞 n.(Sand)人名；(英、德、意、芬、罗、捷、挪)桑德；(瑞典)桑德；(法)桑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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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6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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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dimentary 1 [,sedi'mentəri] adj.沉淀的

279 sedimentological 1 ['sedi,mentə'lɔdʒikəl] adj.沉积学的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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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282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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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85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86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8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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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290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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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paced 1 [speist] adj.隔开的；以规定距离排列的；间隔排列的 v.隔开；空出（space的过去分词）

292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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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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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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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6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297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98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99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0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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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3 ta 1 [tɑ:] abbr.助教（teachingassistant）；正切角（TangentAngle）；顶部攻击（TopAttack）；技术援助（technicalassistance）；
公差表

304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05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30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7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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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uncover 1 [,ʌn'kʌvə] vt.发现；揭开；揭露 vi.发现；揭示；揭去盖子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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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us 1 pron.我们

311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12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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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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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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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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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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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et 1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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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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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24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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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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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2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9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30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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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