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2 [As It Is] Report_ Some U.S. Bases Not Prepared for
Climate Chang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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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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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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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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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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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bases 10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9 military 9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0 repor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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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ctic 8 ['ɑ:ktik] adj.北极的；极寒的 n.北极圈；御寒防水套鞋 n.(Arctic)人名；(英)阿克蒂克

12 ar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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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 7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4 change 7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 climate 7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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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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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ir 5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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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force 5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1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2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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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4 defense 4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25 fort 4 [fɔ:t] n.堡垒；要塞；（美）边界贸易站 vt.设要塞保卫 vi.构筑要塞 n.(Fort)人名；(法)福尔；(德、英、西、葡、匈)福特

26 general 4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27 inspector 4 [in'spektə] n.检查员；巡视员

28 inspectors 4 n. 检查员，巡视员（inspector的复数形式）；检查器

29 l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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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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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planning 4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32 term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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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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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training 4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5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36 conditions 3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37 department 3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38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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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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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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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installation 3 [,instə'leiʃən] n.安装，装置；就职

41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2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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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perations 3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44 required 3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45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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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ix 3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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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 3 [sʌb] n.潜水艇；地铁；替补队员 vi.代替

49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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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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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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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ildfires 3 n. 野火（wildfire复数）；大火灾；鬼火；古时攻打敌船所用的燃料剂

5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5 worsening 3 ['wə:səniŋ] n.恶化；变坏 adj.日益恶化的 v.恶化（worsen的ing形式）；使变得更坏

56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7 Alaska 2 [ə'læskə] n.阿拉斯加州

58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59 biden 2 n. 拜登(姓氏)

60 car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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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mpeting 2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62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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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faster 2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64 flooding 2 ['flʌdiŋ] n.泛滥；产后出血

65 focus 2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66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7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8 Greenland 2 ['gri:nlənd] n.格陵兰（北美东北的一大岛名，属丹麦）

69 hazards 2 英 ['hæzəd] 美 ['hæzərd] n. 危险；冒险；危害 vt. 冒险；赌运气 阿扎尔（英超切尔西队球员）

70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71 ice 2 [[ais] n.冰；冰淇淋；矜持；（俚）钻石 vt.冰镇；结冰 vi.结冰 adj.冰的 n.(Ice)人名；(英)艾斯；(法)伊斯

72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3 increasing 2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74 installations 2 [ɪnstə'leɪʃnz] 装置

75 interrupted 2 [intə'rʌptid] adj.中断的；被打断的；不规则的 vt.打断；中断（interrupt的过去分词）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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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john 2 [dʒɔn] n.厕所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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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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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81 melting 2 ['meltiŋ] adj.融化的；溶解的；动人的；感伤的 v.融化（melt的ing形式）

82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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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officers 2 n.军官，人员（officer复数形式）

84 pentagon 2 ['pentəgən] n.五角形

85 prepare 2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86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87 public 2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88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89 requirements 2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90 resilience 2 [ri'ziliəns, -jəns] n.恢复力；弹力；顺应力

91 rising 2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辛；
(英)赖辛

92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93 risks 2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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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96 sea 2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97 so 2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98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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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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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emperatures 2 ['temprətʃəz] 温度

101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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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hule 2 ['θju:li:; -li] n.极北之地；古人相信存在于世界北端的国家

103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04 troops 2 n.[军]部队；[军]军队（troop的复数形式）

105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06 version 2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107 wainwright 2 ['weinrait] n.制造运货马车 n.(Wainwright)人名；(英)温赖特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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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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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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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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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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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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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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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19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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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djust 1 [ə'dʒʌst] vt.调整，使…适合；校准 vi.调整，校准；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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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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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llow 1 [ə'lau] vt.允许；给予；认可 vi.容许；考虑

12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26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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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lternatives 1 [ɔː l'tɜːnətɪvz] n. 其它选择；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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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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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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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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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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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35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6 blacked 1 [blæk] adj. 黑的；不加牛奶的；很脏的；愤怒的；令人沮丧的；邪恶的；阴沉的；机密的；黑色幽默的 n. 黑色；黑
人；黑色物 v. 抵制；(使)变黑

137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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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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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mp 1 [kæmp] vi.露营；扎营 vt.扎营；使扎营 n.露营 n.(Camp)人名；(英)坎普；(瑞典)坎普；(法)康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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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143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44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45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146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47 cited 1 [saɪt] vt. 引用；传讯；表扬；举(例)

148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49 collapsed 1 [kə'læpzd] adj. 倒塌的

150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151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52 concentrate 1 ['kɔnsəntreit] vi.集中；浓缩；全神贯注；聚集 vt.集中；浓缩 n.浓缩，精选；浓缩液

153 cracked 1 [krækt] adj.破裂的；声音嘶哑的；精神失常的 v.破裂；崩溃（crack的过去分词）；发沙哑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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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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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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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eserving 1 [di'zə:viŋ] adj.值得的；应得的；有功的 v.值得；应得到（deser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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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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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3 disasters 1 [dɪ'zɑːstəz] 灾害

164 discussions 1 [dɪs'kʌʃnz] 讨论

165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66 drought 1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167 ear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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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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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70 eielson 1 n. 艾尔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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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llen 1 ['elən] n.埃伦（女子名）

172 elmendorf 1 n. 埃尔曼多夫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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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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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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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77 exploration 1 [,eksplɔ:'reiʃən] n.探测；探究；踏勘

178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179 failing 1 ['feiliŋ] n.失败；缺点，过失；弱点 prep.如果没有… adj.失败的 v.失败；不及格（fail的ing形式） n.(Failing)人名；(英)费
林

180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181 first 1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182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83 floods 1 [flʌd] v. 淹没；充满 n. 洪水

184 floodwater 1 ['flʌdwɔ:tə] n.洪水

185 Florida 1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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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unding 1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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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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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91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92 Greely 1 n.(Greely)人名；(英)格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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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had 1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195 hal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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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97 hazard 1 ['hæzəd] vt.赌运气；冒…的危险，使遭受危险 n.危险，冒险；冒险的事 n.(Hazard)人名；(法)阿扎尔；(英)哈泽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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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00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01 hurricanes 1 ['hʌrikənz] n. 飓风（名词hurricane的复数形式）

202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203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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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0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08 inspection 1 [in'spekʃən] n.视察，检查

209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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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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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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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215 knickmeyer 1 尼克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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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lacked 1 [læk] n. 缺乏；无 v. 缺乏；不足

218 lanes 1 拉纳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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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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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223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24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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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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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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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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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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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Nebraska 1 [ni'bræskə] n.内布拉斯加州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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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35 northernmost 1 ['nɔ:ðənməust] adj.最北的

236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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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ffutt 1 n. 奥法特

239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240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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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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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243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244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45 pacific 1 adj.和平的；温和的；平静的 n.太平洋 adj.太平洋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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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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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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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hotographed 1 英 ['fəʊtəɡrɑ fː] 美 ['foʊtəɡræf] n. 相片 vi. 拍照，摄影；被照相 vt. 给 ... 照相

250 piled 1 [paild] adj.有细毛的 v.堆积；积累（pile的过去分词）

251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52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53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54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55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6 presidential 1 [,prezi'denʃəl] adj.总统的；首长的；统辖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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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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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priorities 1 英 [praɪ'ɒrəti] 美 [praɪ'ɔː rəti] n. 优先权；优先；优先顺序

259 priority 1 [prai'ɔrəti] n.优先；优先权；[数]优先次序；优先考虑的事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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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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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63 reacting 1 [r'ɪæktɪŋ] 起反应

264 readiness 1 ['redinis] n.敏捷，迅速；准备就绪；愿意

265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6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

267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68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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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71 respond 1 [ri'spɔnd] vi.回答；作出反应；承担责任 vt.以…回答 n.应答；唱和

272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73 Richardson 1 ['ritʃədsən] n.理查森（姓氏）

274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75 rock 1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276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7 runways 1 n.（机场的）跑道( runway的名词复数 )

278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79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80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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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83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84 shipping 1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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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87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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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quadrons 1 n.中队( squadron的名词复数 )

290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91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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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tated 1 ['steitid] adj.规定的；阐明的；定期的 v.规定（state的过去分词）；陈述；阐明

293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94 storms 1 英 [stɔː m] 美 [stɔː rm] n. 暴风雨 v. 起风暴；猛攻；暴怒；捣毁

295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96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97 tensions 1 ['tenʃn] n. 紧张；拉力；张力；紧张状态；[电]电压 vt. 使拉紧；使绷紧

29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9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0 thirds 1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301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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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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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05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306 Tyndall 1 ['tindl] n.廷德尔（姓氏）；廷德尔（英国物理学家）

307 typ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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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unfamiliar 1 [,ʌnfə'miljə] adj.不熟悉的；不常见的；没有经验的

309 variant 1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310 visited 1 v.拜访，访问（visit的过去式）

311 visiting 1 ['vizitiŋ] n.拜访，访问；参观 adj.参观的；游览的 v.参观（visit的现在分词）；拜访

312 vulnerable 1 ['vʌlnərəbl] adj.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有弱点的

313 warplanes 1 n.军用机( warplane的名词复数 )

314 warships 1 ['wɔː ʃɪps] 军舰

315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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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8 wildfire 1 ['waildfaiə] n.火灾；磷火，鬼火；散布极快的事物

319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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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22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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