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2 [Health and Lifestyle] Study Connects Climate Events to
Infectious Diseas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climate 16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4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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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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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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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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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iseases 7 [dɪ'ziː zɪz] 病害

9 events 7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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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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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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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hange 5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 disease 5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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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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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9 infectious 5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20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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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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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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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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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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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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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human 4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7 mora 4 ['mɔ:rə, 'məu-] n.音节延长度；短音节；猜拳；调形 n.(Mora)人名；(法、捷、拉脱、罗、马达、尼日利、塞、葡、瑞典、
泰、西、意、英)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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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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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2 anthrax 3 ['ænθræks] n.炭疽，炭疽热

33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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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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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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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ses 3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7 connected 3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38 dr 3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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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40 future 3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41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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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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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icknesses 3 n.疾病( sickness的名词复数 ); 恶心; 呕吐; 弊病

45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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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7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8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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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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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52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53 Bernstein 2 ['bə:nstein] n.伯恩斯坦（姓氏）

54 bites 2 [baɪt] v. 咬；叮；蜇 n. 咬；一口；(被咬的)伤痕

55 carrying 2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56 changing 2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57 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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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pelling 2 [kəm'peliŋ] adj.引人注目的；强制的；激发兴趣的 v.强迫；以强力获得（compel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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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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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ad 2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62 del 2 [del] n.删除文件；[数]倒三角形 n.(Del)人名；(匈)戴尔；(柬)德

63 drought 2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64 enormous 2 [i'nɔ:məs] adj.庞大的，巨大的；凶暴的，极恶的

65 flooding 2 ['flʌdiŋ] n.泛滥；产后出血

66 global 2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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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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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illustrate 2 ['iləstreit] vt.阐明，举例说明；图解 vi.举例

70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71 leader 2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72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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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74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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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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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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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athogens 2 ['pæθədʒəns] n. 病原体(物)

79 prevent 2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80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81 Rio 2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82 seemed 2 [siː m] vi. 似乎；好像

83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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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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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

84 spoil 2 vt.溺爱；糟蹋；破坏；掠夺 vi.掠夺；变坏；腐败 n.次品；奖品

85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86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87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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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unique 2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89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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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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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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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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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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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97 yet 2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98 Aaron 1 ['εərən] n.亚伦（男子名）；亚伦（摩西之兄，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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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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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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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03 a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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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llergies 1 英 ['ælədʒi] 美 ['ælərdʒi] n. 过敏症；反感；厌恶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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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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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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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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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sthma 1 ['æsmə, 'æz-] n.[内科][中医]哮喘，气喘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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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113 bats 1 [bæts] adj.怪异的；疯疯癫癫的；神经不正常的 n.蝙蝠（bat的复数形式） n.(Bats)人名；(法)巴茨

114 borenstein 1 n. 博伦斯坦

115 breeding 1 ['bri:diŋ] n.繁殖；饲养；教养；再生 v.生产；培育；使…繁殖（breed的ing形式） n.(Breeding)人名；(英)布里丁

116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17 camilo 1 卡米洛

118 Carlos 1 ['ka:lɔs] n.卡洛斯（男子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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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aty 1 卡蒂

121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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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hikungunya 1 [ˌtʃɪkən'ɡʌnjə] n. 基孔肯雅病

124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25 cholera 1 ['kɔlərə] n.[内科]霍乱

126 civilization 1 [,sivilai'zeiʃən, -li'z-] n.文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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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olombia 1 [kə'lʌmbiə] n.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国家）

128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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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131 consequence 1 ['kɔnsi,kwəns] n.结果；重要性；推论

132 consequences 1 影响效果

133 contracted 1 [kən'træktid] adj.契约的；收缩了的；狭小的 v.使收缩；订契约（contra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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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136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37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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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ecay 1 [di'kei] vi.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n.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vt.使腐烂，使腐败；使衰退，使衰落 n.(Decay)
人名；(法)德凯

140 deer 1 [diə] n.鹿 n.(Deer)人名；(英)迪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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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isaster 1 [,di'zɑ:stə] n.灾难，灾祸；不幸

143 disasters 1 [dɪ'zɑːstəz] 灾害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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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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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46 droughts 1 [d'raʊts] 旱灾

147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48 emory 1 ['eməri] n.埃默里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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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51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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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4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55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156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57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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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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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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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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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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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flooded 1 adj. 充满的，充斥的；浸没的，淹没的；灌溉的 v. 淹没，发生水灾（动词floo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5 freshness 1 ['freʃnis] n.新；新鲜；精神饱满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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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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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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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70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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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Greek 1 [gri:k] n.希腊语；希腊人 adj.希腊的；希腊人的，希腊语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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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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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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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Harvard 1 ['hɑ:vəd] n.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学生

178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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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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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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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83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4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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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fect 1 [in'fekt] vt.感染，传染

187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188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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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91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2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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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94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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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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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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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00 literature 1 ['litərətʃə] n.文学；文献；文艺；著作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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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03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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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adison 1 ['mædisən] n.麦迪逊（姓氏）；麦迪逊（美国城市）

206 malaria 1 [mə'lεəriə] n.[内科]疟疾；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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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elted 1 [meltid] adj.融化的；溶解的 v.融化；溶解（melt的过去式）

209 mosquito 1 [mə'ski:təu] n.蚊子

210 mosquitoes 1 n. 蚊子 名词mosquito的复数形式.

211 mosquitos 1 英 [mə'skiː təʊ] 美 [mə'skiː toʊ] n. 蚊子

212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213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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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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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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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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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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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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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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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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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utbreak 1 ['autbreik, ,aut'breik] n.（战争的）爆发；（疾病的）发作 vi.爆发

224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25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26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227 pathogen 1 ['pæθədʒən] n.病原体；病菌

228 pathways 1 路； 途径

229 patz 1 帕茨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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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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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ermafrost 1 n.多年冻土；永久冻结带；永久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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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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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36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237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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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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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ai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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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ains 1 [reɪn] n. 雨；雨水 v. 下雨；(雨点般)落下

241 rats 1 [ræts] int.胡说；瞎扯 n.[脊椎]鼠；卑鄙之人（rat的复数） v.捕鼠；出卖（rat的三单形式） n.(Rats)人名；(俄)拉茨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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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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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reindeer 1 ['rein'diə] n.[脊椎][畜牧]驯鹿

245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46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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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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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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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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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53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54 seafood 1 ['si:fud] n.海鲜；海味；海产食品

255 Seth 1 [seθ] n.赛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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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iberian 1 [sai'biəriən] adj.西伯利亚（人）的；来自西伯利亚的

258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259 sicken 1 ['sikən] vt.使患病；使恶心；使嫌恶 vi.生病；变厌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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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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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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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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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uffers 1 英 ['sʌfə(r)] 美 ['sʌfər] vt. 遭受；忍受；容忍，宽恕，听任；允许，准许 vi. 受苦；患病；受损失；变差，变糟；处于不利
地位

266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267 terrifying 1 ['tərifaiiŋ] adj.令人恐惧的；骇人的；极大的 v.使害怕，使恐怖（terrif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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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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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71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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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ouched 1 adj.受感动的；神经兮兮的 v.触摸（tou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4 unearthed 1 [ʌn'əθɪd] adj. 掘出的；未接地的 动词unear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75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76 viral 1 [ˈvaɪrəl] adj.病毒性的

277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78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79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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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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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82 week 1 [wi:k] n.周，星期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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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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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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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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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290 worsen 1 ['wəsən] vi.恶化；变得更坏；更坏 vt.使恶化；使变得更坏

291 worsened 1 英 ['wɜːsn] 美 ['wɜ rːsn] v. (使)更坏；（使) 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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