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2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AI Predicts Immediate
Rainfall Better than Existing System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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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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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uracy 2 ['ækjurəsi] n.[数]精确度，准确性

5 accurate 5 ['ækjurət] adj.精确的

6 accurately 1 ['ækjuritli] adv.精确地，准确地

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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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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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12 ai 4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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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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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ongside 1 [ə'lɔŋ'said] adv.在旁边 prep.在……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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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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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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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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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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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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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5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6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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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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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mosphere 2 n.气氛；大气；空气

29 based 4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0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1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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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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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36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7 British 2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9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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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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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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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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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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pture 2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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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47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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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0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51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52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53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54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55 computer 4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6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57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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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60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61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2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3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4 data 5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5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66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67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68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69 defined 1 [dɪ'faɪnd] adj. 有定义的；明确的，确定的，清晰的；轮廓分明的 v. 规定；限定；定义；解释（动词define的过去式和过
去分词）

70 depended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71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2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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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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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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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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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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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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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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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84 emergencies 1 [ɪ'mɜːdʒənsɪz] n. 紧急事件；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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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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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87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88 events 4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89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90 Exeter 1 ['eksitə] n.埃克塞特（英国英格兰西南部城市）

91 existing 3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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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plored 1 [ɪks'plɔː d] adj. 探究的；被勘测的 动词expl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4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95 feeding 1 ['fi:diŋ] n.饲养；吃；输送 adj.供给饲料的；摄取食物的 v.饲养（feed的ing形式）

96 fluid 1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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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orecasters 1 n.预报员( forecaster的名词复数 )

99 forecasting 1 ['fɔː kɑːstɪŋ] 预测

100 forecasts 5 英 ['fɔː kɑːst] 美 ['fɔː rkæst] n. 预测；预报 v. 预测

101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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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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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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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06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07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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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0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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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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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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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14 hours 4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15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16 immediate 2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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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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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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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mprovements 1 [ɪmp'ruːvmənts] 改进

121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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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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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24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25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126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27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28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9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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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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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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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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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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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a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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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36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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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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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140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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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3 machine 2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44 machines 2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45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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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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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anagement 2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148 m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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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150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151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52 medium 1 ['mi:diəm, -djəm] adj.中间的，中等的；半生熟的 n.方法；媒体；媒介；中间物

153 met 5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54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55 methods 2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56 minutes 2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57 model 9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158 models 3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59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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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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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162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63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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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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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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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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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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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notable 1 ['nəutəbl] adj.值得注意的，显著的；著名的 n.名人，显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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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nowcasting 2 ['naʊkɑːstɪŋ] 临近预报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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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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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numerical 1 [nju:'merikəl] adj.数值的；数字的；用数字表示的（等于numeric）

174 observations 1 [ɒbzə'veɪʃnz] n. 观察值 名词observ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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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ffice 5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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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79 O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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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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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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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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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185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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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87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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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artnered 1 英 ['pɑ tːnə(r)] 美 ['pɑ rːtnər] n. 伙伴；搭档；伴侣；合伙人 v. 同 ... 合作；做 ... 的搭档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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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192 patterns 2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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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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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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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ermits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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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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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01 possibilities 1 英 [ˌpɒsə'bɪləti] 美 [ˌpɑːsə'bɪləti] n. 可能；可能性；可能的事情；潜在的价值

202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03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04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05 precipitation 3 n.[化学]沉淀，[化学]沉淀物；降水；冰雹；坠落；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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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redicting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208 prediction 3 [pri'dikʃən] n.预报；预言

209 predictions 6 [prɪ'dɪkʃnz] 预言

210 predictive 1 [pri'diktiv] adj.预言性的；成为前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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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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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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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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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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oduces 2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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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adar 4 ['reidə] n.[雷达]雷达，无线电探测器 n.(Radar)人名；(塞)拉达尔

220 rai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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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ainfall 5 ['reinfɔ:l] n.降雨；降雨量

222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23 rated 1 ['reɪtɪd] adj.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4 readings 1 n. 读物 名词reading的复数形式.

225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2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7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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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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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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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32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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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atellite 1 ['sætəlait] n.卫星；人造卫星；随从；卫星国家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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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7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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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40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41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42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43 shand 1 n. 尚德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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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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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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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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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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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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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pecialized 1 ['speʃəlaizd] adj.专业的；专门的 v.专攻（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使…专门化；详细说明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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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tatistic 1 [stə'tistik] adj.统计的，统计学的 n.统计数值

255 statistically 1 [stə'tistikli] adv.统计地；统计学上

256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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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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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truggles 1 ['strʌɡl] vi. 努力；奋斗；斗争；挣扎 n. 斗争；竞争；奋斗

259 stu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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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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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upercomputer 2 [,sju:pəkəm'pju:tə] n.[计]巨型计算机，超级计算机

261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62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63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4 systems 5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65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66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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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68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69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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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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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e 5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3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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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eirs 1 [ðεəz] pron.他们的；她们的；它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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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8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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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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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iming 1 ['taimiŋ] n.定时；调速；时间选择 v.为…安排时间；测定…的时间（time的ing形式）

281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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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283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284 traffic 1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285 train 1 [trein] n.火车；行列；长队；裙裾 v.培养；训练；瞄准 n.(Train)人名；(英)特雷恩；(法)特兰；(意)特拉因

286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7 uncertain 1 [,ʌn'sə:tən] adj.无常的；含糊的；靠不住的；迟疑不决的

288 uncertainties 1 英 [ʌn'sɜ tːnti] 美 [ʌn'sɜ rːtnti] n. 不确定；不可靠；易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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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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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92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3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94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95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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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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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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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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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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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eathe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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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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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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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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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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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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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ithin 4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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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ork 3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31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1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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