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Make Genetic Map
of Lake Trou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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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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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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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lake 12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6 trout 12 n.鳟鱼，鲑鱼

7 o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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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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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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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kes 8 [leiks] n.[地理]湖泊，湖畔；[涂料]色淀 n.(Lakes)人名；(德)拉克斯

1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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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gaden 5 n. 盖登

15 great 5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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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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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map 5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19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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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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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imals 4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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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fish 4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26 resear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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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restore 4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28 species 4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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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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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where 4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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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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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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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cosystem 3 ['i:kəu,sistəm, 'ekəu-] n.生态系统

36 efforts 3 ['efəts] 努力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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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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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habitat 3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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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john 3 [dʒɔn] n.厕所

41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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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Michigan 3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43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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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Numbers 3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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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plan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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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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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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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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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51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2 you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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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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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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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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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5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8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59 bring 2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60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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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anadian 2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62 commission 2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63 common 2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64 complete 2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5 differences 2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66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67 fisheries 2 ['fɪʃəri] n. 渔场；渔业

68 fishery 2 ['fiʃəri] n.渔业；渔场；水产业

69 genetic 2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70 genome 2 ['dʒi:nəum] n.基因组；染色体组

71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2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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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hurt 2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74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5 integrity 2 [in'tegrəti] n.完整；正直；诚实；廉正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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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lamprey 2 ['læmpri] n.[鱼]七鳃鳗；八目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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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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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originally 2 [ə'ridʒənəli] adv.最初，起初；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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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others 2 pron.其他人

84 overfishing 2 英 ['əʊvə'fɪʃ] 美 [ˌoʊvə'fɪʃ] v. 过度捕捞

85 pace 2 n.一步；步速；步伐；速度 vi.踱步；缓慢而行 vt.踱步于；用步测 n.(Pace)人名；(捷)帕采；(英)佩斯；(法)帕斯；(罗)帕
切

86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87 pollution 2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88 put 2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89 reproduce 2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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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resources 2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92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93 sitar 2 ['sitɑ:, si'tɑ:] n.西他；锡塔尔琴（印度的一种大弦弹拨乐器） n.(Sitar)人名；(塞)西塔尔

94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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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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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98 type 2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99 types 2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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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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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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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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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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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06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07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08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09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10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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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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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ttaches 1 [ə'tætʃ] v. 附上；系上；贴上；使依附；使附属；使附着

114 Aug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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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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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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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18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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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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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iologist 1 [bai'ɔlədʒist] n.生物学家

122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123 bodily 1 ['bɔdili] adv.整体地；亲自地；以肉体形式 adj.身体的；肉体的 n.(Bodily)人名；(英)博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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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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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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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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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29 chicken 1 n.鸡肉；小鸡；胆小鬼，懦夫 adj.鸡肉的；胆怯的；幼小的

130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31 compare 1 n.比较 vt.比拟，喻为；[语]构成 vi.相比，匹敌；比较，区别；比拟（常与to连用） n.(Compare)人名；(意)孔帕雷

132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3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34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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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reature 1 ['kri:tʃə] n.动物，生物；人；创造物

137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38 decreased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139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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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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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143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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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46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147 ecologist 1 [i:'kɔlədʒist] n.生态学者

148 ecology 1 [i:'kɔlədʒi] n.生态学；社会生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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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el 1 [i:l] n.鳗鱼；鳝鱼

15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52 eggs 1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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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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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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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volve 1 vt.发展；进化；使逐步形成；推断出 vi.发展，进展；进化；逐步形成

159 except 1 [ik'sept] vt.不计；把…除外 vi.反对 prep.除…之外 conj.除了；要不是

160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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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63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64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65 financed 1 ['faɪnæns] n. 金融；财政；资金 vt. 给 ... 提供资金；负担经费

166 flesher 1 ['fleʃə] n.肉畜；屠夫 n.(Flesher)人名；(英)弗莱舍

167 fluids 1 ['flu:ɪdz] n. 液体

168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169 genomes 1 [d'ʒənəmz] n. 整套基因排列

170 genus 1 ['dʒi:nəs] n.类，种；[生物]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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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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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74 habitats 1 ['hæbɪtæts] 生境

175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76 hatcheries 1 ['hætʃəri] n. 孵卵处

177 hatchery 1 ['hætʃəri] n.孵卵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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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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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opefully 1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181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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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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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186 invasive 1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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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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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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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91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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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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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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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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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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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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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01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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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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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arc 1 [mɑ:k] n.机读目录；（水果，种子等经压榨后的）榨渣 n.(Marc)人名；(塞)马尔茨；(德、俄、法、荷、罗、瑞典、西、
英)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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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207 mature 1 [mə'tjuə] adj.成熟的；充分考虑的；到期的；成年人的 vi.成熟；到期 vt.使…成熟；使…长成；慎重作出

208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209 molecular 1 [məu'lekjulə] adj.[化学]分子的；由分子组成的

210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11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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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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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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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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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16 northeastern 1 [,nɔ:θ'i:stən] adj.在东北的；东北方的；来自东北的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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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19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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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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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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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l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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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oison 1 vt.污染；使中毒，放毒于；败坏；阻碍 vi.放毒，下毒 n.毒药，毒物；酒；有毒害的事物；[助剂]抑制剂；(Poison)人
名；(西)波伊松

227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28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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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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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32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33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34 qualities 1 [统计] 质

235 quicken 1 ['kwikən] vi.加快；变活跃；进入胎动期 vt.加快；鼓舞；使复活

236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37 rebuild 1 [,ri:'bild, 'ri:,bild] vt.重建；改造，重新组装；复原 vi.重建

23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39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0 reference 1 ['refərəns] n.参考，参照；涉及，提及；参考书目；介绍信；证明书 vi.引用 vt.引用

241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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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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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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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4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47 returning 1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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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ivers 1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250 salmonids 1 n.大马哈鱼

251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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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54 Seth 1 [seθ] n.赛斯（男子名）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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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exually 1 ['sekʃuəli] adv.性别地；两性之间地

257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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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Shawn 1 [ʃɔ:n] n.肖恩（男子、女子名）

25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0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61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2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63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64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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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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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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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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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ub 1 [sʌb] n.潜水艇；地铁；替补队员 vi.代替

270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71 sucks 1 [sʌk] vt. 啜；吸入；吸收 vi. 吸；吸收；奉承；<俚>烂 n. 吸吮；吸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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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uperior 1 [sju:'piriə, sju:pə-] adj.上级的；优秀的，出众的；高傲的 n.上级，长官；优胜者，高手；长者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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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urvive 1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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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aylor 1 ['teilə] n.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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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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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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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2 tree 1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283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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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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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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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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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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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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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week 1 [wi:k] n.周，星期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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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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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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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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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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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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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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