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irds of Prey in Decline with
Loss of Habit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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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3 ac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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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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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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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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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9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0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1 ammunition 1 [,æmju'niʃən] n.弹药；军火 vt.装弹药于 vi.装弹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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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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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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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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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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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s 5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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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2 Asia 3 ['eiʃə] n.亚洲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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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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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26 autonomous 1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27 bald 1 [bɔ:ld] adj.秃顶的；光秃的；单调的；无装饰的 vi.变秃 n.(Bald)人名；(英)鲍尔德；(德、法、波)巴尔德

28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29 beaver 1 ['bi:və] n.海狸；海狸皮毛 n.(Beaver)人名；(英)比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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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coming 2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32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3 biological 1 [,baiəu'lɔdʒik,-kəl] adj.生物的；生物学的

34 bird 4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35 birdlife 2 ['bə:d,laif] n.国际鸟盟

36 birds 8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7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8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39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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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chart 1 n. 布查特

41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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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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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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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eballos 1 n. 塞瓦约斯(在墨西哥；西经 104º07' 北纬 26º3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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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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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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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49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50 Christina 1 [kri'sti:nə] n.克里斯蒂娜（女子名）

51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52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53 coast 2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54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5 conservation 3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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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58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59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60 critically 2 adv.精密地；危急地；严重地；批评性地；用钻研眼光地；很大程度上；极为重要地

61 cut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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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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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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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DT 1 [,di:,di:'ti:] abbr.数字资料发送机（DigitalDataTransmitter）；开发与技术部（DepartmentofDevelopmentandTechnology）；二
氯二苯三氯乙烷（Dichloro-Diphenyl-Tricgloroethane）；数字调试带（DigitalDebuggingTape）；双二极-三极管（DoubleDiode-
Tri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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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68 decline 3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69 decreased 2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70 decreasing 1 [di'kri:siŋ] adj.渐减的 v.减少；缩减（decrease的ing形式）

71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72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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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ropping 1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75 drug 1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76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77 eagle 3 ['i:gl] n.鹰；鹰状标饰 n.(Eagle)人名；(英)伊格尔

78 eagles 3 ['iː ɡl] n.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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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81 eastern 1 ['i:stən] adj.东方的；朝东的；东洋的 n.东方人；（美国）东部地区的人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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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cological 1 [,i:kə'lɔdʒikəl, ,ekə-,-'lɔdʒik] adj.生态的，生态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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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cologist 1 [i:'kɔlədʒist] n.生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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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ggshells 1 卵壳

87 endangered 4 [in'deindʒəd] adj.濒临灭绝的；有生命危险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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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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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92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3 evan 1 ['evən] n.埃文（男子名）

94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95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96 extinct 3 [ik'stiŋkt] adj.灭绝的，绝种的；熄灭的 vt.使熄灭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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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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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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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eed 2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101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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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4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5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06 genus 1 ['dʒi:nəs] n.类，种；[生物]属

107 Gerardo 1 杰拉尔多

108 golden 2 ['gəuldən] adj.金色的，黄金般的；珍贵的；金制的 n.(Golden)人名；(英、法、罗、德、瑞典)戈尔登

109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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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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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guangzhou 1 ['gwɑ:ŋ'dʒəu] n.广州（广东省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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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16 harpy 1 ['hɑ:pi] n.鸟身女妖；残酷贪婪的人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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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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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awks 1 n.霍克斯（人名）；亚特兰大老鹰队（NBA球队名）

120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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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ooded 1 ['hudid] adj.有罩盖的，戴头巾的

122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123 hunters 2 n. 亨特斯(在美国；西经 118º12' 北纬 48º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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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26 in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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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cluding 3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28 India 1 ['indiə] n.印度（南亚国家）

129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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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nternation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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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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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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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35 killing 2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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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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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arson 1 n. 拉森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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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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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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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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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iu 1 n.刘（中国姓氏）；线路接口单元 n.(Liu)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罗)利乌

146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47 locally 1 ['ləukəli] adv.局部地；在本地

148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49 loss 2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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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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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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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54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155 Mexico 4 ['meksikəu] n.墨西哥

156 migration 1 [mai'greiʃən] n.迁移；移民；移动

157 migratory 1 ['maigrətəri] adj.迁移的；流浪的

158 Mongolia 1 [mɔŋ'gəuliə; 'mɔn-] n.蒙古

15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60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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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ostly 2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62 mouse 1 [maus, mauz] n.鼠标；老鼠；胆小羞怯的人 vt.探出 vi.捕鼠；窥探

163 national 3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64 naturally 2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165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66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67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8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69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70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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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73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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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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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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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ccurs 1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78 of 2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9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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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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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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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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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84 o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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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rganism 1 ['ɔ:gənizəm] n.有机体；生物体；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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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wl 1 [aul] n.猫头鹰；枭；惯于晚上活动的人

188 owls 1 Overseas Weapons Logistically Supported 得到后勤支援的海外武器

189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190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91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192 peak 1 [pi:k] n.山峰；最高点；顶点；帽舌 vt.使达到最高点；使竖起 vi.消瘦；到达最高点；变憔悴 adj.最高的；最大值的 n.
(Peak)人名；(英)皮克

193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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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hilippine 1 ['filipi:n] adj.菲律宾的；菲律宾人的 n.菲律宾人

195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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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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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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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99 poisonous 1 ['pɔizənəs] adj.有毒的；恶毒的；讨厌的

200 population 3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01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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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rey 4 [prei] vi.捕食；掠夺；折磨 n.捕食；牺牲者；被捕食的动物 n.(Prey)人名；(英、法)普雷；(德)普赖

204 proceedings 1 [prə'si:diŋz] n.诉讼；行动（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会议记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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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07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08 publication 2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09 range 2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10 raptor 4 ['ræptə(r)] n.猛禽；肉食鸟

211 raptors 3 猛禽

212 rat 1 [ræt] n.鼠；卑鄙小人，叛徒 vi.捕鼠；背叛，告密 n.(Rat)人名；(法、意、印、瑞典)拉特；(泰)叻

21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4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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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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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remain 2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17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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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20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21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22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23 rodent 2 ['rəudənt] adj.啮齿类的；咬的，嚼的；侵蚀性的 n.[脊椎]啮齿动物

224 rodents 1 英 ['rəʊdənt] 美 ['roʊdənt] n. 啮齿动物 名词rodent的复数形式.

225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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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28 sciences 1 科学

229 scientist 3 ['saiəntist] n.科学家

230 scops 1 锐鸣枭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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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en 1 [sen] n.仙（印度尼西亚等的辅币单位）；钱（日本硬币，等于1/100日元） n.(Sen)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生；(中)沈(普
通话·威妥玛)；(中)冼(广东话·威妥玛)；(英、印、柬、孟、波、罗、不丹)森

233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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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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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38 smithsonian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史密斯森协会(联合国博物馆)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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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outh 2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41 southeast 1 [,sauθ'i:st] adj.东南的；来自东南的 n.东南；东南地区 adv.来自东南

242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43 species 11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244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45 squirrel 1 ['skwə:rəl, 'skwi-, 'skwʌ-] n.松鼠；松鼠毛皮 vt.贮藏

246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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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tuart 1 [stjuət] n.英国斯图亚特王室；斯图尔特（男子名，等于Stewart）

248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49 stud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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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51 substances 2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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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ummers 1 英 ['sʌmə(r)] 美 ['sʌmər] n. 夏天；夏季 adj. 夏季的 v. 度过夏天

254 sun 1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255 teeth 1 [ti:θ] n.牙齿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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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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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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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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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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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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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4 thinned 1 [θɪn] adj. 薄的；瘦的；稀的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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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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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69 threatened 3 ['θretənd] adj.受到威胁的 v.威胁（threaten的过去分词）

270 threats 2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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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roughout 2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73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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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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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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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78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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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unprotected 1 [ˌʌnprə'tektɪd] adj. 无保护的；未做防护措施的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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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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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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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ulnerable 2 ['vʌlnərəbl] adj.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有弱点的

285 vulture 1 ['vʌltʃə] n.秃鹰，秃鹫；贪婪的人

286 vultures 2 n. 秃鹰（vulture的复数）

28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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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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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92 widespread 2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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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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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7 worldwide 3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98 writers 1 ['raɪtəz] 作家

299 yang 1 [ja:ŋ] n.杨（姓氏）

300 Yat 1 亚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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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