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 Report_ 'Nowhere to Run'
from Global Warm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7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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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repor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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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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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sai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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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limate 15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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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warmin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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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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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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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g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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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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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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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mosphere 6 n.气氛；大气；空气

18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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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missions 6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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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ossible 6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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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th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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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5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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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b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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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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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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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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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1 years 5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2 agreement 4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33 avera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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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elsius 4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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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ar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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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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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ipcc 4 abbr.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38 levels 4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9 Paris 4 ['pæris] n.巴黎（法国首都）；帕里斯（特洛伊王子）

40 predictions 4 [prɪ'dɪkʃnz] 预言

41 releas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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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43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4 causing 3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5 chair 3 [tʃεə] n.椅子；讲座；（会议的）主席位；大学教授的职位 vt.担任（会议的）主席；使…入座；使就任要职 n.(Chair)人
名；(法)谢尔

46 c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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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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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ach 3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49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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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heat 3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52 lev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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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methane 3 ['mi:θein] n.[有化]甲烷；[能源]沼气

54 nations 3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55 nowhere 3 ['nəuhwεə] adv.无处；任何地方都不；毫无结果 n.无处；任何地方；无名之地 adj.不存在的；毫无结果的；不知名的

56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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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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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la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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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promises 3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60 reduce 3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61 scientist 3 ['saiəntist] n.科学家

62 Scotland 3 ['skɔtlənd] n.苏格兰

63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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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ituations 3 [sɪtʃ'ʊeɪʃnz] 现状

65 temperature 3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66 temperatures 3 ['temprətʃəz] 温度

67 their 3 [ðεə, 弱ðər]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n.(Their)人名；(英)蒂尔；(芬、瑞典)泰尔

68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9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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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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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wor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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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3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5 atmospheric 2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76 avoid 2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77 barrett 2 ['bærit] n.巴雷特（男子名）

78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79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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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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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called 2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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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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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ode 2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84 c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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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utting 2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86 dangerous 2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87 degree 2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88 Delmotte 2 德尔莫特

89 dioxide 2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90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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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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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rought 2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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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 2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94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95 five 2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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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98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99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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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greenhouse 2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101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02 harmful 2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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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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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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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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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08 limit 2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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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earns 2 n.默恩斯（姓氏）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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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13 negotiations 2 [nɪɡəʊʃ'ɪeɪʃnz] n. 协商；谈判；磋商 名词negotiation的复数形式.

114 net 2 [net] n.网；网络；净利；实价 vi.编网 vt.得到；净赚；用网捕 adj.纯粹的；净余的 n.(Net)人名；(法)内

115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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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泰)巴；(法)帕尔

117 peri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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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plac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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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20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21 r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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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23 ru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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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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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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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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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stark 2 [stɑ:k] adj.完全的；荒凉的；刻板的；光秃秃的；朴实的 adv.完全；明显地；突出地；质朴地 n.(Stark)人名；(俄、罗)斯
塔尔克；(英、芬、法、瑞典)斯塔克；(德)施塔克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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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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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30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31 un 2 [ʌn, ən] pron.家伙，东西 n.(Un)人名；(柬)温

132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133 unprecedented 2 [,ʌn'presidəntid] adj.空前的；无前例的

134 us 2 pron.我们

135 vice 2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13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7 waves 2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138 wea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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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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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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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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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worst 2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144 writer 2 ['raitə] n.作家；作者

145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46 zero 2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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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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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50 acting 1 ['æktiŋ] adj.代理的；装腔作势的 n.演技；演戏；假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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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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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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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adviser 1 [əd'vaizə] n.顾问；劝告者；指导教师（等于advisor）

155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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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58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59 Antony 1 ['æntəni] n.安东尼（男子名）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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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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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atlas 1 n.地图集；寰椎

163 automobiles 1 ['ɔː təməbiː lz] 汽车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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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66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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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blinken 1 n. 布林肯

168 borenstein 1 n. 博伦斯坦

169 breakthrough 1 ['breikθru:] n.突破；突破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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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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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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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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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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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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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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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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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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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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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83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84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185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186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8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8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89 disasters 1 [dɪ'zɑːstəz] 灾害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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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droughts 1 [d'raʊts] 旱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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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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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95 emitted 1 [ɪ'mɪtɪd] adj. 发出的；发射的；发行的；表达的 动词emi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6 enables 1 [ɪ'neɪbl] vt. 使能够；使可能

197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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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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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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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203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204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205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206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207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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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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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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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fires 1 [fɑɪrs] n. 火力 名词fi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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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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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flooding 1 ['flʌdiŋ] n.泛滥；产后出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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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215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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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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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Greece 1 希腊（欧洲南部国家）

220 guaranteed 1 ['gærən'tiː d] adj. 保证的；担保的 动词guarante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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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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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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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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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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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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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improvement 1 n.改进，改善；提高

231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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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3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234 industrialization 1 [in,dʌstriəlai'zeiʃən, -li'z-] n.工业化

235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36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237 intensifying 1 [ɪn'tensɪfaɪɪŋ] adj. 增强的 动词intensify的现在分词形式.

238 interactive 1 [,intər'æktiv] 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

239 intergovernmental 1 ['intə,gʌvən'mentəl] adj.政府间的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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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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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KO 1 ['kei'əu] abbr.让开，不让接近（keepoff） vt.击倒对手 n.（拳击中）击倒，打倒

244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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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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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248 leaks 1 [liː k] v. 渗；漏；泄露 n. 漏洞；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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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Linda 1 ['lində] n.琳达（女子名）

251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52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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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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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54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55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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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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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58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59 mason 1 ['meisən] n.泥瓦匠；共济会会员（等于freemason） vt.用砖瓦砌成

260 Masson 1 ['mæsn] n.马森（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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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263 meets 1 [miː t] v. 遇见；满足 n. 运动会；集会 adj. 合适的

264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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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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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68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69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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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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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notably 1 ['nəutəbli] adv.显著地；尤其

273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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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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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77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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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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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pages 1 ['peɪdʒɪz] n. 页 名词page的复数形式.

281 panel 1 ['pænl] n.仪表板；嵌板；座谈小组，全体陪审员 vt.嵌镶板 n.(Panel)人名；(英、法)帕内尔

282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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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85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86 pipelines 1 ['paɪplaɪn] n. 管道；管线；渠道 v. 用管道运输

287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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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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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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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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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rain 1 [rein] n.雨；下雨；雨天；雨季 vi.下雨；降雨 vt.大量地给；使大量落下 n.(Rain)人名；(法)兰；(英)雷恩；(罗、捷)赖恩

295 rainstorms 1 n.暴风雨，大暴雨( rainstorm的名词复数 )

296 rapid 1 ['ræpid] adj.迅速的，急促的；飞快的；险峻的 n.急流；高速交通工具，高速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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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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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9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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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reminder 1 [ri'maində] n.暗示；提醒的人/物；催单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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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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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305 ri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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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30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08 sciences 1 科学

309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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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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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313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314 Seth 1 [seθ] n.赛斯（男子名）

315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316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1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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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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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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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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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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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ometime 1 ['sʌmtaim] adv.改天；来日；在某一时候 adj.以前的；某一时间的

324 spr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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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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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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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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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330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331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332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3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3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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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37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38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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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ton 1 [tʌn, tuŋ] n.吨；很多，大量 n.(Ton)人名；(西、俄、捷、荷)托恩；(柬)敦；(东南亚国家华语)通；(朝)敦

34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42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43 turkey 1 ['tə:ki] n.火鸡；笨蛋；失败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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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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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47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348 unofficial 1 [,ʌnə'fiʃəl] adj.非官方的；非正式的

349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350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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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valerie 1 ['væləri] n.瓦莱丽（女子名）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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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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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armed 1 英 [wɔː m] 美 [wɔː rm] adj. 温暖的；暖和的；热情的 v. 变暖；使暖和 n. 温暖的空气

356 warms 1 英 [wɔː m] 美 [wɔː rm] adj. 温暖的；暖和的；热情的 v. 变暖；使暖和 n. 温暖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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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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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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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61 wildfires 1 n. 野火（wildfire复数）；大火灾；鬼火；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

362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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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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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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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zeke 1 [zi:k] n.齐克（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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