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1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botic Boat to Help Measure
Sea Effects of Tonga Volcano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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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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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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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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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will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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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onga 9 ['tɔŋgə] n.轻便双轮马车；维司病

8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ocean 7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0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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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ea 7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12 team 7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3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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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ffects 6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5 eruption 6 [i'rʌpʃən] n.爆发，喷发；火山灰；出疹

16 niwa 6 丹羽

17 volcano 6 [vɔl'keinəu] n.火山

18 explosion 5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19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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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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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3 areas 4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4 boat 4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25 equipment 4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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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kilometers 4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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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proje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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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robotic 4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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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video 4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33 Williams 4 ['wiljəmz] n.威廉姆斯（男子名）

34 affected 3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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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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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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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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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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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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kit 3 [kit] n.工具箱；成套工具 vt.装备 vi.装备 n.(Kit)人名；(俄)基特；(东南亚国家华语)吉；(英)基特，姬特(女名)(教名
Christopher、Katherine的昵称)

41 life 3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42 mapping 3 ['mæpiŋ] v.绘图；筹划（map的ing形式） n.地图；绘图；[数]映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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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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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urveying 3 [sə'veiiŋ, sə:-] n.（土地）测量；考察

46 undersea 3 ['ʌndəsi:] adj.水下的；海面下的

47 underwater 3 ['ʌndə'wɔ:tə] adj.在水中的；水面下的 adv.在水下 n.水下

48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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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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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1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2 apai 2 奥保伊

53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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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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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8 controllers 2 [kənt'rəʊləz] 控制器

59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0 debris 2 ['deibri:] n.碎片，残骸 n.(Debris)人名；(法)德布里

61 detai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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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ramatic 2 adj.戏剧的；急剧的；引人注目的；激动人心的

63 examine 2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64 faceb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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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ind 2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66 floor 2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67 good 2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68 ha 2 [hɑ:] int.哈！（表示惊异，愉快，怀疑，胜利等） abbr.一种元素(hahnium,原子序105) n.(Ha)人名；(德)哈；(日)巴(姓)

69 internation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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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7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2 ma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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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measure 2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74 pacific 2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75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76 scientific 2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77 Simpson 2 ['simpsn] n.辛普森（姓氏）

78 sound 2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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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quare 2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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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urvey 2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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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tsunamis 2 [tsu 'ːnɑːmi] n. 海啸

8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5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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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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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board 1 [ə'bɔ:d] adv.在飞机上；[船]在船上；在火车上 prep.在…上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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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90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91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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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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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9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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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98 atmospheric 1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99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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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02 ben 1 [ben] n.本（男子名）；（苏格兰）内室

103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104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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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07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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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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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11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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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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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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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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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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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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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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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rew 1 [kru:] n.队，组；全体人员，全体船员 vi.一起工作 vt.使当船员 n.(Crew)人名；(英、西)克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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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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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deaths 1 ['deθs] 死亡人口

126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127 deploy 1 [di:'plɔi] vt.配置；展开；使疏开 vi.部署；展开 n.部署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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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destroyed 1 [dis'trɔid] adj.被毁，毁坏；遭破坏的 v.破坏（destro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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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31 echosounder 1 [ekəʊ'saʊndər] n. 音响测深机(回声探测器)

132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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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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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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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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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40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41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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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43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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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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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guided 1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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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48 headed 1 ['hedid] adj.有头的；有标题的 v.率领（head的过去分词）；朝向；走在…的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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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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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omes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153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54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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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struments 1 ['ɪnstrəmənt] n. 仪器；乐器；工具；器械 v. 用器械（或仪器）装备；向…提交文书

157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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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sland 1 ['ailənd] n.岛；岛屿；安全岛；岛状物 adj.岛的 vt.孤立；使成岛状 n.(Island)人名；(英)艾兰

159 Islands 1 ['ailənds] n.群岛（island的复数）；岛屿

160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61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62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163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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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landscape 1 n.风景；风景画；景色；山水画；乡村风景画；地形；（文件的）横向打印格式 vt.对…做景观美化，给…做园林
美化；从事庭园设计 vi.美化（环境等），使景色宜人；从事景观美化工作，做庭园设计师

166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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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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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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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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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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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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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oose 1 [lu:s] adj.宽松的；散漫的；不牢固的；不精确的 vt.释放；开船；放枪 vi.变松；开火 adv.松散地 n.放纵；放任；发射 n.
(Loose)人名；(捷、瑞典)洛塞；(英)卢斯；(德)洛泽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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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78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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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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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ation 1 ['neiʃən] n.国家；民族；国民 n.(Nation)人名；(英)内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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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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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85 neighboring 1 ['neibəriŋ] adj.邻近的；附近的（等于neighbouring） v.与…为邻；位于附近（neighbor的ing形式）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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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8 Nippon 1 [ni'pɔn; 'nipɔn] n.日本（等于Japan）

189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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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191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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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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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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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97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98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99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0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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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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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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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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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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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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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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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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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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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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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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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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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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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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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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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20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21 seabed 1 ['si:bed] n.海底；海床

222 seafloor 1 ['si:flɔ:] n.海底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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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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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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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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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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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29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230 shooting 1 ['ʃu:tiŋ] n.射击；打猎；摄影；射门 v.射击（shoot的ing形式）

231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32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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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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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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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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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39 stretched 1 [st'retʃt] 拉伸的

240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41 sudden 1 ['sʌdən] adj.突然的，意外的；快速的 n.突然发生的事

242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43 surrounding 1 [sə'raundiŋ] adj.周围的，附近的 n.环境，周围的事物

24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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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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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ongo 1 遁吾(名,日本)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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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1 us 1 pron.我们

252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5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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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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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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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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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aste 1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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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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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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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hen 1 conj.考虑到；既然；当…时；在…时；如果 adv.什么时候，何时；（用于时间的表达方式之后）在那时；其时；当时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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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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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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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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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70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71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72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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