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2 [As It Is] More US Farmers Plant Cover Crop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cover 18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3 crops 18 n.农作物（crop的复数）；收成；[冶]切头 v.种植（crop的三单形式）；收割；修剪；产庄稼

4 for 1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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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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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planting 10 ['plɑ:ntiŋ, 'plæn-] n.栽培，种植；花圃 v.播种；移植（plant的ing形式）；安置 n.(Planting)人名；(芬、瑞典)普兰廷

9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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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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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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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3 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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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crop 7 [krɔp] n.产量；农作物；庄稼；平头 vt.种植；收割；修剪；剪短 vi.收获

15 Farmers 7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16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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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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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carb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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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rograms 5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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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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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increa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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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McCormick 4 [mə'kɔ:mik] n.味可美食品；味好美食品（公司名）；麦考密克（姓氏，特指麦克科米克收割机的发明者）

26 soil 4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7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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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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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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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griculture 3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32 bayer 3 ['baiə] n.拜耳（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德国）；月球表面第三象限内大坑名

33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34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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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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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8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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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la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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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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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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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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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offset 3 [,ɔf'set, ,ɔ:-, 'ɔfset, 'ɔ:-] n.抵消，补偿；平版印刷；支管 vt.抵消；弥补；用平版印刷术印刷 vi.装支管

43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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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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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eed 3 [si:d] n.种子；根据；精液；萌芽；子孙；原由 vt.播种；结实；成熟；去…籽 vi.播种；（植物）结实 n.(Seed)人名；(英)
锡德

46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7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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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a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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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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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51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2 barley 2 ['bɑ:li] n.大麦 n.(Barley)人名；(英)巴利

53 biden 2 n. 拜登(姓氏)

54 bill 2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55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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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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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hemicals 2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59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0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1 credits 2 [k'redɪts] 演职员名单

62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63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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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mission 2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65 emissions 2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66 environmentalists 2 n.环境保护论者，人类生态学者( environmentalist的名词复数 )

67 exceed 2 [ik'si:d] vt.超过；胜过 vi.超过其他

68 farming 2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69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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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o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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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Gre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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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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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5 hectares 2 n.公顷（等于2。471英亩）( hectare的名词复数 )

76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77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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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79 improvement 2 n.改进，改善；提高

80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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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john 2 [dʒɔn] n.厕所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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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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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86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87 paid 2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88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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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90 pay 2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91 payments 2 ['peɪmənts] 支付

92 planted 2 [plaː ntɪd] adj. 种植的 动词plant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93 pla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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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95 radishes 2 n.（做色拉用的）小萝卜( radish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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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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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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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eeds 2 [siː dz] n. 籽 名词seed的复数形式. 动词s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0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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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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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spr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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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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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upply 2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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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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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tillage 2 ['tilidʒ] n.耕作，耕种

108 traditional 2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109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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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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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hile 2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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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1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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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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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g 1 [æg] abbr.八月（August） symb.银（silver）

118 agricultural 1 [,ægri'kʌltʃərəl] adj.农业的；农艺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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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manda 1 [ə'mændə] n.阿曼达（女子名）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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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23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2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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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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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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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autumn 1 ['ɔ:təm] n.秋天；成熟期；渐衰期，凋落期 adj.秋天的，秋季的 n.(Autumn)人名；(英)奥特姆

130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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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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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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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36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37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3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39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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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42 capturing 1 ['kæptʃəriŋ] v.捕捉（capture的ing形式）

143 cargill 1 n.美国嘉吉公司

144 cattle 1 ['kætl] n.牛；牲畜（骂人的话）；家畜；无价值的人 n.(Cattle)人名；(意)卡特莱

145 caution 1 ['kɔ:ʃən] n.小心，谨慎；警告，警示 vt.警告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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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48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49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50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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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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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54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155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56 dem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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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158 destroying 1 [dɪ'strɔɪ] v. 破坏；杀死；消灭；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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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irt 1 [də:t] n.污垢，泥土；灰尘，尘土；下流话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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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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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64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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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67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68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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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70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71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172 farmer 1 ['fɑ:mə] n.农夫，农民 n.(Farmer)人名；(英)法默；(法)法尔梅；(西)法梅尔

173 fed 1 v.喂养（feed过去式） abbr.联邦储备局（theFederalReserveSystem）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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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176 fertility 1 [fə'tiliti] n.多产；肥沃；[农经]生产力；丰饶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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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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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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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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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greenhouse 1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184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85 growers 1 [ɡ'rəʊəz] n. 栽培者；生长物 （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

186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187 harvested 1 英 ['hɑːvɪst] 美 ['hɑ rːvɪst] n. 收成；收获；收割；成果；后果 v. 收获；收割

188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89 Illinois 1 [,ili'nɔi(z)] n.伊利诺斯州（美国州名）

190 implement 1 ['implimənt, 'impliment] vt.实施，执行；实现，使生效 n.工具，器具；手段

191 implemented 1 ['ɪmplɪmentɪd] adj. 应用的 动词imple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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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94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95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96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97 jack 1 [dʒæk] n.千斤顶；[电]插座；男人 vt.增加；提醒；抬起；用千斤顶顶起某物 adj.雄的

198 Jason 1 ['dʒeisən] n.詹森（男子名）

199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00 karl 1 [kɑ:l] n.卡尔（男子名，等于Charles）

201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202 killer 1 ['kilə] n.杀手；致死；止痛药；宰杀的器具；断路器 n.(Killer)人名；(德、匈、捷)基勒

203 labor 1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204 Lakes 1 [leiks] n.[地理]湖泊，湖畔；[涂料]色淀 n.(Lakes)人名；(德)拉克斯

205 landowners 1 n.土地拥有者，地主( landowner的名词复数 )

206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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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9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210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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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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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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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214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215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16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217 Missouri 1 [mi'zuəri] n.密苏里（美国州名）

218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1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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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222 Myers 1 n.迈尔斯（姓氏）

223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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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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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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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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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articularly 1 [pə'tikjuləli] adv.特别地，独特地；详细地，具体地；明确地，细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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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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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33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34 pla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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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36 plume 1 [plu:m] vt.用羽毛装饰 n.羽毛 vi.骚首弄姿 n.(Plume)人名；(法)普吕姆；(西)普卢梅；(英)普卢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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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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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reparing 1 [prɪ'peərɪŋ] adj. 准备的；预备的 动词prepare的现在分词.

240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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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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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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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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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ursuing 1 英 [pə'sju ]ː 美 [pər'su ]ː v. 追求；追捕；继续执行；从事

245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246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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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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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251 regenerative 1 [ri'dʒenəreitiv, -rə-, ri:-] adj.再生的，更生的；更新的

252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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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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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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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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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rob 1 [rɔb] vt.抢劫；使…丧失；非法剥夺 vi.抢劫；掠夺

258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59 season 1 ['si:zən] n.时期；季节；赛季 vt.给…调味；使适应 vi.变得成熟；变干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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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62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63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264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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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6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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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oybeans 1 ['sɔɪbiː nz] n. 黄豆

270 starbuck 1 n. 星巴克（咖啡连锁店名），星芭（《太空堡垒卡拉狄加》中的女主角的名字）

271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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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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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74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75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276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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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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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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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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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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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2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28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4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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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87 us 1 pron.我们

288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89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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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arm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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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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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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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ea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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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eed 1 [wi:d] vt.除草；铲除 n.杂草，野草；菸草 vi.除草 n.(Weed)人名；(英)威德

296 weller 1 ['welə] n.美国威乐（公司名）；韦勒（姓氏）

297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8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299 windows 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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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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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02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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