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3-2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ydropower Industry Sees
Room for Growth in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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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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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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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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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 hydropower 13 n.水力发出的电力；水力发电

8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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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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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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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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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nvironmental 7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4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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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a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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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group 6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7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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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nergy 5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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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industry 5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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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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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tructures 5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4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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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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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eder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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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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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ow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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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recent 4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30 removals 4 n.免职( removal的名词复数 ); 除去; 移走; 搬迁

31 river 4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32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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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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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5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36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7 groups 3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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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growth 3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39 l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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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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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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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produce 3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43 renewable 3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44 rye 3 [rai] n.黑麦；吉卜赛绅士 adj.用黑麦制成的 n.(Rye)人名；(英)赖伊

45 sees 3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46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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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species 3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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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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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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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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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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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54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55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57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58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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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ertification 2 [,sə:tifi'keiʃən] n.证明，保证；检定

60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1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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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lectricity 2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64 endangered 2 [in'deindʒəd] adj.濒临灭绝的；有生命危险的

65 existing 2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66 fish 2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67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68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9 impact 2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70 improvements 2 [ɪmp'ruːvmənts] 改进

71 infrastructure 2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72 institute 2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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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john 2 [dʒɔn] n.厕所

75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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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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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ennsylvania 2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79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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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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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relations 2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82 removal 2 [ri'mu:vəl] n.免职；移动；排除；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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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room 2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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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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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almon 2 n.鲑鱼；大马哈鱼；鲑肉色；鲑鱼肉；橙红色，粉橙色 adj.浅澄色的

88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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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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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transition 2 [træn'siʒən, -'ziʃən, trɑ:n-] n.过渡；转变；[分子生物]转换；变调

92 turbines 2 ['tɜːbaɪnz] 涡轮

93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94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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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96 w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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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98 accounted 1 [ə'kɑʊntɪd] adj. 记账的；报告的 动词accou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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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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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3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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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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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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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mes 1 [eimz] n.艾姆斯氏试验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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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11 approving 1 [ə'pru:viŋ] adj.赞成的，满意的 v.批准；认可（ap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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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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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tlantic 1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115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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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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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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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biden 1 n. 拜登(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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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123 blades 1 n. 刀片；刀刃 名词blade的复数形式.

124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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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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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oston 1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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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129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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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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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34 carb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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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36 century 1 ['sentʃuri] n.世纪，百年；（板球）一百分

137 certainly 1 ['sə:tənli] adv.当然；行（用于回答）；必定

138 certified 1 ['sə:tifaid] adj.被证明的；有保证的；具有证明文件的 v.证明，证实；颁发合格证书（certify的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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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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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llapses 1 [kə'læpsɪz] v. 倒塌，崩溃，瓦解，折叠（collapse的第三人称单数）

143 compromises 1 英 ['kɒmprəmaɪz] 美 ['kɑːmprəmaɪz] n. 妥协；折衷；折衷案；和解 vt. 妥协处理；危害 vi. 妥协，和解；让步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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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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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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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48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49 debates 1 [dɪ'beɪt] n. 辩论；讨论 vt. 争论；思考 vi. 辩论

150 demolition 1 [,demə'liʃən] n.拆除（等于demolishment）；破坏；毁坏

151 demolitions 1 n.毁坏，破坏，拆毁( demolition的名词复数 )

152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153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54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155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156 disagreements 1 [dɪsəɡ'riː mənts] 分歧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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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59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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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62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63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164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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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67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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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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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fifty 1 ['fifti] n.五十；五十个；编号为50的东西 adj.五十的；五十个的；众多的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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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73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74 generate 1 vt.使形成；发生；生殖；产生物理反应

175 generated 1 [d'ʒenəreɪtɪd] adj.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6 generators 1 [d'ʒenəreɪtəz] 生成元；发电机; 发生器（名词generator的复数形式）

177 genus 1 ['dʒi:nəs] n.类，种；[生物]属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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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grounds 1 [ɡ'raʊndz] n. 木砖 名词grou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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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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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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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ydroelectric 1 [,haidrəui'lektrik] adj.水力发电的；水电治疗的

186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7 improvement 1 n.改进，改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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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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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91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92 Kennebec 1 肯纳贝克（位于美国）

193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194 Klamath 1 ['klæməθ] n.克拉马斯人（美国境内一印第安部落）；克拉马斯语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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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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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98 legally 1 ['li:gəli] adv.合法地；法律上

199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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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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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03 Maine 1 [mein] n.缅因州（美国州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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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e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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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07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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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inimize 1 ['minimaiz] vt.使减到最少；小看，极度轻视 vi.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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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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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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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芬、捷、英)莫斯特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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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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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17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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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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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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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3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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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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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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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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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230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231 Oregon 1 ['ɔrigən; -gɔn] n.俄勒冈州（美国州名）

232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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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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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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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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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3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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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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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rofessionally 1 [prə'feʃənəli] adv.专业地；内行地

244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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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247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8 pushes 1 [pʊʃ] v. 推；按；挤；逼迫；催促 n. 推；奋力；决心

249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50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51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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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54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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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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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recognizes 1 ['rekəɡnaɪz] vt. 承认；认出；意识到；表示感激；识别

258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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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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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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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64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65 roughly 1 ['rʌfli] adv.粗糙地；概略地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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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68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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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hannon 1 ['ʃænən] n.香农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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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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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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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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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rt 1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278 southwestern 1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279 spin 1 [spin] vi.旋转；纺纱；吐丝；晕眩 vt.使旋转；纺纱；编造；结网 n.旋转；疾驰

280 steam 1 [sti:m] vt.蒸，散发；用蒸汽处理 n.蒸汽；精力 vi.蒸，冒水汽 adj.蒸汽的

281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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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84 stricter 1 [strɪkt] adj. 严格的；精确的；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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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uman 1 n. 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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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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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ed 1 [ted] vt.翻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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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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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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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4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295 turbine 1 ['tə:bain, -bin] n.[动力]涡轮；[动力]涡轮机

296 us 1 pron.我们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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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99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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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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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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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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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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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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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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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08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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