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Severe Storms Likely to
Hit Wider Areas, Citi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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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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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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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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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ropical 11 ['trɔpikəl] adj.热带的；热情的；酷热的

8 cyclones 10 ['saɪkləʊnz] 旋流器

9 north 8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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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tud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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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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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torms 7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1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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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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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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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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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limate 5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9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0 eart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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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3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4 happen 4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5 hurricane 4 ['hʌrikən] n.飓风，暴风

26 hurricanes 4 ['hʌrikənz] n. 飓风（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

27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8 la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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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latitudes 4 ['lætɪtjuːdz] n. 某一纬度地区

30 likely 4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31 models 4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32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3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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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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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out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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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storm 4 [stɔ:m] n.暴风雨；大动荡 vi.起风暴；横冲直撞；狂怒咆哮 vt.猛攻；怒骂 n.(Storm)人名；(瑞典)斯托姆；(德)施托姆；
(英、西、芬)斯托姆

37 typhoons 4 [taɪ'fuːnz] 台风

3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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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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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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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tlantic 3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44 atmospheric 3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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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7 climates 3 [k'laɪməts] 气象条件

48 emanuel 3 [i'mænjuəl] n.伊曼纽尔

49 equator 3 [i'kweitə] n.赤道

50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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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nature 3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52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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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pacific 3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54 ran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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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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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trong 3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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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9 warm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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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ider 3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61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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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63 Yale 3 [jeil] n.耶鲁（男子名）；（美）耶鲁大学；耶鲁弹簧锁（等于Yalelock）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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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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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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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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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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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entury 2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71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72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73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74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5 effects 2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76 estimated 2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77 farther 2 ['fɑ:ðə] adv.更远地；此外；更进一步地 adj.进一步的；更远的（far的比较级）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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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requent 2 ['fri:kwənt, fri'kwent] adj.频繁的；时常发生的；惯常的 vt.常到，常去；时常出入于

80 geoscience 2 ['dʒi（:）əu'saiəns] n.地球科学

81 half 2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82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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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84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85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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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intense 2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87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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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jet 2 [dʒet] n.喷射，喷嘴；喷气式飞机；黑玉 adj.墨黑的 vt.射出 vi.射出；[航]乘喷气式飞机

89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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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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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92 mid 2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93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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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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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occur 2 [ə'kə:] vi.发生；出现；存在

96 oceanic 2 ['əuʃi'ænik] adj.海洋的；海洋产出的；在海洋中生活的；广阔无垠的

97 periods 2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98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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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planet 2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100 poles 2 英 [pəʊl] 美 [poʊl] n. 杆；柱；极点 v. (用杆)支撑 Pole. n. 波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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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predicts 2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103 sciences 2 科学

104 severe 2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105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106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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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studholme 2 n. 斯塔德霍姆

109 suggest 2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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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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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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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war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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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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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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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wind 2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117 winds 2 ['waɪndz] [ wind ]的第三人称单数

118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19 writer 2 ['raitə] n.作家；作者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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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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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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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124 alexey 1 阿列克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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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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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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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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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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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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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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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eijing 1 ['bei'dʒiŋ] n.北京（等于Peking或Pe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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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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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139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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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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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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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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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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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louds 1 [k'laʊdz] n. 云；烟云 名词cloud的复数形式.

148 c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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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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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152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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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clared 1 [di'klεəd] adj.公然的；公开宣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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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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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59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160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61 distant 1 adj.遥远的；冷漠的；远隔的；不友好的，冷淡的

162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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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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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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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ocene 1 ['i:əusi:n] adj.始新世的；第三纪下层的 n.始新世；第三纪下层

168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69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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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71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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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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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fedorov 1 费多罗夫

175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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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frequency 1 ['frikwənsi] n.频率；频繁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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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furthest 1 ['fə:ðist] adv.最远地；最大程度地（far的一种最高级） adj.最远的；最遥远的（far的一种最高级）

180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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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8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84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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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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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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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188 h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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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90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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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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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ntensified 1 [ɪn'tensɪfaɪ] vt. 增强；强化；加剧

194 intensify 1 [in'tensifai] vi.增强，强化；变激烈 vt.使加强，使强化；使变激烈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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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Joshua 1 ['dʒɔʃwə] n.约书亚；约书亚书

197 Kerry 1 ['keri] n.黑色的小乳牛（英国产）

198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99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200 latitude 1 ['lætitju:d] n.纬度；界限；活动范围

201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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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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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206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07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08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209 measured 1 ['meʒəd] adj.量过的；慎重的；基于标准的；有规则的 v.测量，判断（measure的过去分词）

21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1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12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13 multiple 1 ['mʌltipl] adj.多重的；多样的；许多的 n.倍数；[电]并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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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oaa 1 ['nəuə] abbr.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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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217 northwest 1 [,nɔ:θ'west] adj.西北的；向西北的；来自西北的 n.西北 adv.在西北；向西北；来自西北

218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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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observation 1 [,ɔbzə:'veiʃən] n.观察；监视；观察报告

221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222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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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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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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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22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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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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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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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aths 1 [pæθis] n.路径（path的复数）

232 physicist 1 ['fizisist] n.物理学家；唯物论者

233 planetary 1 ['plænitəri] adj.行星的

234 Pliocene 1 ['plaiəsi:n] n.上新世 adj.上新世的

235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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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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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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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ached 1 到达

240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4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2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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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45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4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7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48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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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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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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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eeds 1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53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54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6 similarity 1 [,simi'læriti] n.类似；相似点

25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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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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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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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262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263 split 1 [split] vt.分离；使分离；劈开；离开；分解 vi.离开；被劈开；断绝关系 n.劈开；裂缝 adj.劈开的

264 st 1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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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267 streams 1 [st'riː mz] n. 流；溪流 名词stream的复数形式.

268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269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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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72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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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74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75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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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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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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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8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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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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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85 thunderstorms 1 ['θʌndəstɔː mz] 雷暴

286 Tokyo 1 ['təukjəu; -kiəu; 'tɔ:kjɔ:] n.东京（日本首都）

287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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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yphoon 1 [tai'fu:n] n.[气象]台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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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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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93 us 1 pron.我们

29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5 violent 1 ['vaiələnt] adj.暴力的；猛烈的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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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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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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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armer 1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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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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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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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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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indow 1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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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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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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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9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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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