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ingapore Turns Wastewater
into Drinking Wat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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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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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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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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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Singapore 9 [,siŋgə'pɔ:] n.新加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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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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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ystem 6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1 wastewater 6 ['weist,wɔ:tə, -,wɔ-] n.废水，污水

12 cent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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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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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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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reatment 5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16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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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cleaning 4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18 country 4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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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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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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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ystems 4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3 throug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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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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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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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drinking 3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27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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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rocess 3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9 reclamation 3 [,reklə'meiʃən] n.开垦；收回；再利用；矫正

30 treated 3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31 tunnel 3 ['tʌnəl] n.隧道；坑道；洞穴通道 vt.挖；在…打开通道；在…挖掘隧道 vi.挖掘隧道；打开通道

32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3 air 2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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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6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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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enters 2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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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demand 2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39 developed 2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40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41 france 2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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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goes 2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44 gr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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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highly 2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46 isl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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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8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49 light 2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50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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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meet 2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52 natu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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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54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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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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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plant 2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特；
(法)普朗

57 rays 2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58 recycling 2 [ˌriː 'saɪklɪŋ] n. 回收利用 动词recycle的现在分词.

59 reused 2 ['ri:ju:zd] adj.再生的 v.再用；重复利用（reuse的过去分词）

60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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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ources 2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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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upplies 2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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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turns 2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66 ultraviolet 2 [,ʌltrə'vaiələt] adj.紫外的；紫外线的 n.紫外线辐射，紫外光

67 underground 2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68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69 was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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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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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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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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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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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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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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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77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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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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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1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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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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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85 arrives 1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86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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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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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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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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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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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94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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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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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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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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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hangi 1 [地名] [新加坡] 樟宜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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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hin 1 [tʃin] n.下巴；聊天；引体向上动作 vt.用下巴夹住；与…聊天；在单杠上作引体向上动作 vi.闲谈；作引体向上动作 n.
(Chin)人名；(泰)真；(柬)金；(越)九；(西)钦

103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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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6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7 cooling 1 ['ku:liŋ] adj.冷却的 n.冷却 n.(Cooling)人名；(英)库林

108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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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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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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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113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14 disinfected 1 [dɪsɪn'fektɪd] adj. 已消毒的 动词disinfec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形式.

115 drain 1 [drein] vi.排水；流干 vt.喝光，耗尽；使流出；排掉水 n.排水；下水道，排水管；消耗 n.(Drain)人名；(英)德雷恩；(法)
德兰

116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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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19 endlessly 1 ['endləsli] adv.不断地；无穷尽地

120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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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nters 1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123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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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25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26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27 expansion 1 [ik'spænʃən] n.膨胀；阐述；扩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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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30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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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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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34 flowing 1 ['fləuiŋ] adj.流动的；平滑的；上涨的 v.流动；起源；上涨（flow的ing形式）

135 flows 1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136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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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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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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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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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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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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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ill 1 [hil] n.小山；丘陵；斜坡；山冈 n.(Hill)人名；(法、西)伊尔；(德、英、匈、捷、罗、芬、瑞典)希尔

144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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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kilometer 1 ['kiləumi:tə] n.[计量]公里；[计量]千米（等于kilometre）

147 lacks 1 [læk] n. 缺乏；无 v. 缺乏；不足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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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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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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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iters 1 ['lɪtərz] 公升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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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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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56 machinery 1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装置

157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58 Malaysia 1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159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160 microchip 1 ['maikrəutʃip] n.微型集成电路片，微芯片

161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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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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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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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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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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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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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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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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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171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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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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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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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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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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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179 PEI 1 abbr.搪瓷研究所（PorcelainEnamelInstitute）；初步工程检验（PreliminaryEngineeringInspection）

180 pipes 1 [paips] n.管线，管道；[材]管子（pipe复数形式） v.吹奏管乐；尖声叫嚷（pip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Pipes)人名；
(英)派普斯

181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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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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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184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85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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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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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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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umps 1 ['pʌmps] n. 轻舞鞋 名词pump的复数形式.

191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192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193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194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5 recovering 1 [ri'kʌvəriŋ] n.恢复；再生；补偿 v.恢复；再生（recover的现在分词形式）

196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197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198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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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00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01 reuse 1 [,ri:'ju:z, ,ri:'ju:s, 'ri:ju:s] n.重新使用，再用 vt.再使用

20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03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0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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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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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08 sewer 1 ['sjuə, 'su:ə] n.下水道；阴沟；裁缝师 vt.为…铺设污水管道；用下水道排除…的污水 vi.清洗污水管

209 sewers 1 [s'juːəz] 污水管道

210 shorter 1 ['ʃɔ:tə] adj.较短的；更短的；更矮的（short的比较级） n.(Shorter)人名；(英)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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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212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13 smelling 1 n.嗅诊；嗅气味 v.闻；发觉；发出气味（smell的ing形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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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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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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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teel 1 [sti:l] n.钢铁；钢制品；坚固 vt.钢化；使冷酷 adj.钢制的；钢铁业的；坚强的 n.(Steel)人名；(德)施特尔；(英)斯蒂尔

219 stretch 1 vt.伸展,张开；（大量地）使用，消耗（金钱，时间）；使竭尽所能；使全力以赴； vi.伸展；足够买（或支付） n.伸
展，延伸 n.(Stretch)人名；(英)斯特雷奇

220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21 tanks 1 [tæks] n. 坦克 名词tank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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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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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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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26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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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28 treat 1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29 tubes 1 英 [tjuːb] 美 [tuːb] n. 管子；管状物；<英>地铁；电视；管状器官 v. 提供或装上管子

230 tunnels 1 ['tʌnl] n. 隧道；地道；洞穴 v. 挖地道；挖隧道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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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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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35 utilities 1 [ju 'ːtɪlɪtɪz] n. 公用事业；公用工程 名词utility的复数形式.

236 violet 1 ['vaiələt] n.紫罗兰；堇菜；羞怯的人 adj.紫色的；紫罗兰色的 n.(Violet)人名；(西)比奥莱特；(法)维奥莱；(印、匈、英)
维奥莱特

237 viruses 1 ['vaɪərəsɪz] n.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

238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9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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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242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4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44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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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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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4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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