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9 [As It Is] Technology Used to Report Environmental
Crime in Brazi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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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n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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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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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o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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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digenous 11 [in'didʒinəs] adj.本土的；土著的；国产的；固有的

8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Internet 9 ['intənet] n.因特网

11 area 8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2 groups 7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3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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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razil 6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15 environmental 6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6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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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8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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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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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mazon 4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22 communities 4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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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5 illegal 4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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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iners 4 n. 矿工 名词miner的复数形式.

28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9 territory 4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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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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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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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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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mmunication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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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37 film 3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38 harmony 3 ['hɑ:məni] n.协调；和睦；融洽；调和 n.(Harmony)人名；(英)哈莫尼

39 information 3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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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media 3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41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2 officials 3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4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4 publ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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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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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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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8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9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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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vide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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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vailability 2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52 calls 2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53 concerns 2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54 crime 2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55 crimes 2 [k'raɪmz] 犯罪

56 deforestation 2 [di:,fɔri'steiʃən] n.采伐森林；森林开伐

57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58 documentary 2 [,dɔkju'mentəri] adj.记录的；文件的；记实的 n.纪录片

59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60 festival 2 ['festəvəl] n.节日；庆祝，纪念活动；欢乐 adj.节日的，喜庆的；快乐的

61 fi 2 [fai] abbr.磁场强度（FieldIntensity）；船方不负担装货费用（FreeIn）；场电离（fieldionization）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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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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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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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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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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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john 2 [dʒɔn] n.厕所

68 let 2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69 local 2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70 mining 2 ['mainiŋ] n.矿业；采矿

71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72 non 2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73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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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peri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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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produc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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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profit 2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78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79 prosecutor 2 ['prɔsikju:tə] n.检察官；公诉人；[法]起诉人；实行者

80 radio 2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81 rainforest 2 英 ['reɪnfɒrɪst] 美 ['reɪnfɔː rɪst] n. 雨林

82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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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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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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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85 Salazar 2 n.(Salazar)人名；(意、英、葡)萨拉查；(西)萨拉萨尔

86 sh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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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ignals 2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88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89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90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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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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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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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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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until 2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97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98 wau 2 n. 瓦乌(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经 146º40' 南纬 7º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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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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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i 2 [ˌdʌblju 'ːaɪ] abbr. 威斯康星州(=Wisconsin) abbr. 熟铁(=wrought iron) abbr. 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

102 yanomami 2 雅诺马马人

103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04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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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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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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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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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ided 1 ['eɪdɪd] adj. 辅助的；帮助的 动词a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0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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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mazonian 1 [,æmə'zəunjən] adj.（女子）刚勇的

113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14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15 antenna 1 [æn'tenə] n.[电讯]天线；[动]触角，[昆]触须 n.(Antenna)人名；(法)安泰纳

116 antennae 1 [æn'teni:] n.[电讯]天线（等于aerial）；[昆]触须；[植]蕊喙；直觉

117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18 apps 1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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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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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22 authorities 1 [ɔː 'θɒrɪtɪs] n. 当局；官方 名词authority的复数形式.

123 awards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124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125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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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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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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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razilian 1 [brə'ziljən] adj.巴西的；巴西人的 n.巴西人

130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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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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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134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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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ell 1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137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138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39 class 1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
班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140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141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42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43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144 communicating 1 [kə'mjuːnɪkeɪt] v. 传达；沟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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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47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48 connections 1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149 connectivity 1 n.[数]连通性 n.互联互通

150 contacted 1 英 ['kɒntækt] 美 ['kɑːntækt] n. 接触；联系；熟人 v. (与)联系；(与)接触 adj. 接触的

151 coordination 1 [kəu,ɔ:di'neiʃən] n.协调，调和；对等，同等

152 coordinator 1 [kəu'ɔ:dineitə] n.协调者；[自]协调器；同等的人或物

153 Copenhagen 1 [,kəupən'heigən] n.哥本哈根（丹麦首都）

154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55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156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57 criticize 1 [ˈkrɪtɪsaɪz] vt.批评；评论；非难 vi.批评；评论；苛求

158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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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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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62 denounce 1 [di'nauns] vt.谴责；告发；公然抨击；通告废除

163 denouncing 1 [dɪ'naʊns] v. 谴责；告发；通告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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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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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68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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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do 1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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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171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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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74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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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dged 1 [英[edʒd] 美[ɛdʒd]] adj.有刃的；有边的 v.使开刃；加边于；侧着移动（edge的过去分词）

177 education 1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78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79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0 enforcement 1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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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18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84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85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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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abiano 1 法比亚诺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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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90 file 1 n.文件；档案；文件夹；锉刀 vt.提出；锉；琢磨；把…归档 vi.列队行进；用锉刀锉 n.(File)人名；(匈、塞)菲莱

191 financed 1 ['faɪnæns] n. 金融；财政；资金 vt. 给 ... 提供资金；负担经费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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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orcing 1 ['fɔ:siŋ] adj.强迫的；强制的；施加压力的 n.强迫 v.强迫（force的变形）；强制

194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19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96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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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gold 1 [gəuld] n.金，黄金；金色；金币 adj.金的，金制的；金色的 n.(Gold)人名；(英、法、德、西、罗、捷、瑞典)戈尔德

199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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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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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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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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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205 harshly 1 ['ha:ʃli] adv.严厉地；刺耳地；粗糙地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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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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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209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210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1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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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3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14 immoral 1 ['imɔrəl] adj.不道德的；邪恶的；淫荡的

215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16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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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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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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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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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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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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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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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Jair 1 雅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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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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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228 lands 1 [lændz] n. 平原；土地 名词land的复数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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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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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32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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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lease 1 [li:s] n.租约；租期；租赁物；租赁权 vt.出租；租得 vi.出租

235 leasing 1 ['li:siŋ] n.租赁；（苏）谎言 v.出租（lease的ing形式）

23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37 legalize 1 ['li:gəlaiz] vt.使合法化；公认；法律上认为…正当

238 legalizing 1 ['liː ɡəlaɪz] vt. 使合法化；法律上认为正当 =legalise（英）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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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241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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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244 machinery 1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装置

245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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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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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marcelo 1 n. 马塞洛

249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250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51 meio 1 明尾

252 messaging 1 n.消息传送；通知；信息传送 v.发送；报信（message的ing形式）

253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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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mine 1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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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256 monitor 1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257 monitoring 1 ['mɔnitəriŋ] n.监视，[自]监控；检验，检查 v.监视，[通信][军]监听，监督（monitor的ing形式）

25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59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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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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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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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63 Nara 1 [nɑ:'rɑ:] n.奈良（日本一座城市）

264 native 1 ['neitiv] adj.本国的；土著的；天然的；与生俱来的；天赋的 n.本地人；土产；当地居民

265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266 nearest 1 ['nɪərɪst] adj. 最近的

267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268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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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271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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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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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75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276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7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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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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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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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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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payment 1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283 per 1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284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85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286 photography 1 [fə'tɔgrəfi] n.摄影；摄影术

287 photos 1 英 ['fəʊtəʊ] 美 ['foʊtoʊ] n. 照片 v. 拍照

288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289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90 Portugal 1 ['pɔ:tjugəl] n.葡萄牙（欧洲西南部国家）

291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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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94 pritz 1 普里茨

295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96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297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298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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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 provider 1 [prəu'vaidə] n.供应者；养家者

300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301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30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303 raids 1 [reidz] abbr.空中入侵雷达探测系统（RadarAirborneIntrusionDetectionSystem）；大气层及电离层遥距探测系统
（RemoteAtmosphericandIonosphericDetectionSystem）；收入锐减综合症（RecentlyAcquiredIncomeDeficiencySyndrome）；反
舰导弹快速整体防御系统（RapidAntishipMissileIntegratedDefenseSystem）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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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306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30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308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309 register 1 ['redʒistə] vt.登记；注册；记录；挂号邮寄；把…挂号；正式提出 vi.登记；注册；挂号 n.登记；注册；记录；寄存
器；登记簿 n.(Register)人名；(英)雷吉斯特

310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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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313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314 river 1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315 rod 1 n.棒；惩罚；枝条；权力 n.(Rod)人名；(英、法、德、捷、希)罗德；(阿拉伯)鲁德；(老)罗

316 Rondonia 1 隆多尼亚（地名）

317 Roraima 1 罗雷怪,是巴西制造的巡逻艇

318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19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320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321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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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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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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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7 she 1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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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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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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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socio 1 adj.社会的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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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34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335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36 sundance 1 n.太阳舞（车名）; 日之舞（歌曲名）; 圣丹斯（电影节名）; 圣得西（服装品牌名）

337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338 sword 1 [sɔ:d] n.刀，剑；武力，战争 n.(Sword)人名；(英)索德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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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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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terra 1 ['terə] n.地；地球；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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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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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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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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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348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349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350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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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upcoming 1 ['ʌp,kʌmiŋ] adj.即将来临的

352 upload 1 ['ʌpləud] vt.上传

353 uploaded 1 英 [ˌʌp'ləʊd] 美 [ˌʌp'loʊd] v. 上传；上载 n. 上传

354 uru 1 (=Uruma virus) 乌鲁马病毒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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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57 visual 1 ['vizjuəl] adj.视觉的，视力的；栩栩如生的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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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0 watch 1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61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62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363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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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ire 1 ['waiə] n.电线；金属丝；电报 vt.拍电报；给…装电线 vi.打电报 n.(Wire)人名；(英)怀尔

366 wireless 1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367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68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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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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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37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73 zoom 1 n.急速上升；嗡嗡声；[摄]变焦摄影 vi.急速上升；摄像机移动 vt.使摄像机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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