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ry Rivers Threaten
Production of Clean Energ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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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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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power 15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以
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7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energy 1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 wate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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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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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ydroelectric 10 [,haidrəui'lektrik] adj.水力发电的；水电治疗的

12 electricity 9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3 O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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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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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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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ams 8 n. 水坝 名词dam的复数形式. abbr. 防御性反导弹系统(=Defense Against Missiles Systems)

17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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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razil 7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19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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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ydropower 7 n.水力发出的电力；水力发电

22 mo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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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erce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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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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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us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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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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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drought 6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28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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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year 6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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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3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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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lifornia 5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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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hina 5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37 climate 5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38 countr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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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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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9 production 5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40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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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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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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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untries 4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4 cut 4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45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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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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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produce 4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48 say 4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49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0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51 Yunnan 4 ['ju:n'næn] n.云南（中国西南部一省）

52 clean 3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53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4 droughts 3 [d'raʊts] 旱灾

55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56 g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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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generators 3 [d'ʒenəreɪtəz] 生成元；发电机; 发生器（名词generator的复数形式）

58 lake 3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59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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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natu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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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nearly 3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62 plants 3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63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64 province 3 ['prɔvins] n.省；领域；职权

65 river 3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66 stat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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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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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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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0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71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72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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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arbon 2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74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75 close 2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76 dam 2 [dæm] v.控制；筑坝 n.[水利]水坝；障碍 n.(Dam)人名；(英、法、丹、德、瑞典)达姆；(老)丹

77 department 2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78 effects 2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79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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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nvironmental 2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81 events 2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82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3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84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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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orced 2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86 fox 2 [fɔks] vt.欺骗；使变酸 n.狐狸；狡猾的人 vi.假装；耍狡猾手段 n.(Fox)人名；(英、法、德、意、西、瑞典)福克斯

87 fuel 2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88 gases 2 ['ɡæsɪz] n. 气体

89 generate 2 vt.使形成；发生；生殖；产生物理反应

90 generation 2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91 hal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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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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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dustries 2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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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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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97 July 2 [dʒʊˈlaɪ] n.七月

98 lack 2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克；
(匈)洛克

99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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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ink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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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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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marengo 2 [mə'reŋgəu] n.马伦戈（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村镇） adj.马伦戈式的

103 mines 2 n. 矿井 名词mine的复数形式.

104 minister 2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05 ministry 2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06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07 needed 2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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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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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11 oroville 2 n. 奥罗维尔(在美国；西经 121º34' 北纬 39º31')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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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pollute 2 [pə'lut] vt.污染；玷污；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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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produces 2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116 projec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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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rai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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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19 Rivers 2 ['rivə:s] n.里弗斯（人名）；河流州（尼日利亚州名）；河水钻

120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21 severe 2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122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123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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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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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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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temporarily 2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12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27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28 threaten 2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129 top 2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130 tot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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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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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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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welch 2 [welʃ; weltʃ] n.韦尔奇（姓氏）

135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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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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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activists 1 ['æktɪvɪsts] 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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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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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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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Albuquerque 1 ['ælbəkə:ki] n.阿尔伯克基（美国新墨西哥州中部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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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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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8 answered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49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50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51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152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153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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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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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58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59 bento 1 英 ['bentəʊ] 美 ['bentoʊ] n. <日语> 盒饭 =obento

160 Bernstein 1 ['bə:nstein] n.伯恩斯坦（姓氏）

161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62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163 Brazilians 1 [brə'zɪliənz] 漂白或染色细平布

164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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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bureau 1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167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68 Cambodia 1 ['kæmbəudiə] n.柬埔寨（位于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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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ary 1 ['kεəri:; 'kæri:] n.卡里（男子名）

170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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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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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74 closure 1 ['kləuʒə] n.关闭；终止，结束 vt.使终止

175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176 Colorado 1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177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78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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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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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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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83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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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86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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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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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dependent 1 [di'pendənt] adj.依靠的；从属的；取决于…的 n.依赖他人者；受赡养者

190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91 diesel 1 [['di:zəl] n.柴油机；柴油；（俚）健康的身体 adj.内燃机传动的；供内燃机用的 n.(Diesel)人名；(德)狄塞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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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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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divided 1 [di'vaidid] adj.分裂的；分开的；有分歧的 v.分开（divide的过去分词）；分离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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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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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dry 1 [drai] adj.干的；口渴的；枯燥无味的；禁酒的 vt.把…弄干 vi.变干 n.干涸 n.(Dry)人名；(法)德里

198 drying 1 ['draiiŋ] n.干燥 v.把…弄干（dry的ing形式）

199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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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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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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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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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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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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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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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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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0 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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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212 gavin 1 [gævin] n.加文（男子名）

213 generator 1 ['dʒenəreitə] n.发电机；发生器；生产者

214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215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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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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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219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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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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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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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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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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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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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hoover 1 ['hu:və] vi.胡佛电动吸尘 n.胡佛电动吸尘器

227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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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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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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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32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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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jake 1 [dʒeik] adj.上等的，满意的 n.家伙，乡下佬 n.(Jake)人名；(英)杰克(男子教名Jacob的昵称)

235 jos 1 abbr.怡和科技；交沙霉素 n.(Jos)人名；(法)若斯；(西)霍斯；(塞)约斯；(英)乔斯(教名Joseph的昵称)

23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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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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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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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1 lifted 1 [lɪft] vt. 举起；运送；偷窃；升高；还清；取消 vi. 提升 n. 举起；提升；电梯；搭便车；帮助；载货量；扒窃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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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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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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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lo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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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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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249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50 megawatts 1 n.兆瓦，百万瓦特（电能计量单位）( megawatt的名词复数 )

251 Mekong 1 ['mei'kɔŋ] n.湄公河（位于东南亚）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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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54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55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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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57 Myanmar 1 ['mjænmɑ:] n.缅甸（东南亚国家）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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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Nevada 1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260 newsom 1 n. 纽瑟姆

261 observation 1 [,ɔbzə:'veiʃən] n.观察；监视；观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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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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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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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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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outages 1 n.（尤指电力的）断供期，断供( outage的名词复数 )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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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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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0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71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72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73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4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75 Ports 1 n.[水运]港口，[电子][计]端口（port的复数） n.宝姿（服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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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78 produc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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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80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81 provider 1 [prəu'vaidə] n.供应者；养家者

282 rainy 1 ['reini] adj.下雨的；多雨的 n.(Rainy)人名；(英)雷尼

283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84 reclamation 1 [,reklə'meiʃən] n.开垦；收回；再利用；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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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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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88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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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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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restrict 1 [ri'strikt] vt.限制；约束；限定

292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9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94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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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7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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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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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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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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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04 Sharon 1 ['ʃærən] n.莎伦（女子名）

305 shasta 1 ['ʃæstə] n.沙士达山（美国加州北部山脉）；莎士达（全美第二大水坝）

306 ships 1 [ʃɪps] n. 船舶 名词ship的复数形式.

307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308 shutdown 1 ['ʃʌtdaun] n.关机；停工；关门；停播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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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olar 1 ['səulə] adj.太阳的；日光的；利用太阳光的；与太阳相关的 n.日光浴室 n.(Solar)人名；(法、英、意、西、塞、捷)索拉尔

311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312 Stanway 1 n. 斯坦韦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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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315 storing 1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316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317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318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319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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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uspending 1 [səs'pendɪŋ] n. 悬浮；暂停 动词sus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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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324 Thailand 1 ['tailænd; -lənd] n.泰国（东南亚国家名）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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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27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28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329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330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31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332 tim 1 [tim] n.蒂姆（男子名）

333 unlimited 1 [,ʌn'limitid] adj.无限制的；无限量的；无条件的

334 unpredictable 1 [,ʌnpri'diktəbl] adj.不可预知的；不定的；出乎意料的 n.不可预言的事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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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337 us 1 pron.我们

338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9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4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41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342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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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aterpower 1 ['wɔ:tə,pauə, 'wɔ-] n.水力；（磨房的）用水权；水力可利用的水流 adj.水力的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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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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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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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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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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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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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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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53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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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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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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