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 States Will Get Less Water
in Dry Weather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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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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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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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tate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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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will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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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uts 1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11 hav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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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year 1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3 lak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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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levels 9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 river 9 ['rivə] n.河，江 n.(River)人名；(英)里弗

16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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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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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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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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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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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izona 6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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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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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xico 6 ['meksikəu] n.墨西哥

25 Nevada 6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26 officials 6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7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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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9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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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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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dditional 4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32 amount 4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33 Colorado 4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34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5 la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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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lo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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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mead 4 [mi:d] n.蜂蜜酒；草地 n.(Mead)人名；(英)米德

38 mill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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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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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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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reservoir 4 ['rezəvwɑ:] n.水库；蓄水池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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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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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4 Cities 3 n.都市（歌曲名）

45 decide 3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46 d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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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nough 3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48 Feder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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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0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51 l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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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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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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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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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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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upply 3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57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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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9 wea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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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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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gricultural 2 [,ægri'kʌltʃərəl] adj.农业的；农艺的

63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64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5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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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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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b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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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bureau 2 ['bjuərəu] n.局，处；衣柜；办公桌 n.(Bureau)人名；(法)比罗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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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ubic 2 ['kju:bik] adj.立方体的，立方的 n.(Cubic)人名；(罗)库比克

71 c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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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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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epend 2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74 determine 2 v.（使）下决心，（使）做出决定 vt.决定，确定；判定，判决；限定 vi.确定；决定；判决，终止；[主用于法律]
了结，终止，结束

75 draw 2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7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77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78 falling 2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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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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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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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just 2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83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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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ost 2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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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magnitude 2 ['mægnitju:d] n.大小；量级；[地震]震级；重要；光度

87 maintain 2 [mein'tein] vt.维持；继续；维修；主张；供养

88 meters 2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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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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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pl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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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planned 2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93 Powell 2 ['pəuəl] n.鲍威尔（英国物理学家）

94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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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redicted 2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96 reclamation 2 [,reklə'meiʃən] n.开垦；收回；再利用；矫正

97 reductions 2 n.减少(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 降低; [数学]约简; [摄影术]减薄

98 s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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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tabilize 2 ['steibilaiz] vt.使稳固，使安定 vi.稳定，安定

100 sufficient 2 [sə'fiʃənt] adj.足够的；充分的

101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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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outon 2 图东

103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104 valley 2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105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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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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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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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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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11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12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13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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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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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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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dopt 1 [ə'dɔpt] vt.采取；接受；收养；正式通过 vi.采取；过继

118 adopted 1 [ə'dɔptid] adj.被收养的；被采用的 v.采用；接受（ado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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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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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23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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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27 aside 1 [ə'said] adv.离开，撇开；在旁边 n.旁白；私语，悄悄话；离题的话 prep.在…旁边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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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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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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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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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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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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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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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amille 1 n. 卡米尔(女子名)

137 canyon 1 ['kænjən] n.峡谷

138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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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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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142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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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ollectively 1 [kə'lektivli] adv.共同地，全体地

145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46 conservation 1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147 considerable 1 [kən'sidərəbl] adj.相当大的；重要的，值得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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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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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51 deadline 1 ['dedlain] n.截止期限，最后期限

152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53 declaration 1 [,deklə'reiʃən] n.（纳税品等的）申报；宣布；公告；申诉书

154 declare 1 [di'klεə] vt.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vi.声明，宣布

155 deeper 1 ['diː 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156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157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15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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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rier 1 n.干燥机；干燥剂；吹风机 dry的比较级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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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ropping 1 ['drɔpiŋ] n.落下；空投；滴下物 v.落下；退出（drop的ing形式）；滴入；随口漏出

163 drought 1 [draut] n.干旱；缺乏 n.(Drought)人名；(英)德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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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66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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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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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170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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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172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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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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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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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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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tent 1 [ik'stent] n.程度；范围；长度

179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80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81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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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84 fell 1 [fel] adj.凶猛的；毁灭性的 vt.砍伐；打倒；击倒 n.[林]一季所伐的木材；折缝；兽皮 v.掉下；摔倒；下垂；变坏（fall的过
去式） n.(Fell)人名；(英、法、德)费尔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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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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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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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89 forced 1 adj.被迫的；强迫的；用力的；不自然的 v.强迫（force的过去式）

190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191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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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glen 1 [glen] n.峡谷；幽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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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gulf 1 [gʌlf] n.海湾；深渊；分歧；漩涡 vt.吞没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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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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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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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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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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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203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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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206 hotter 1 [hɔtə] adj.热的；热烈的

207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imperial 1 [im'piəriəl] adj.帝国的；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威严的 n.纸张尺寸；特等品 n.(Imperial)人名；(西)因佩里亚尔

209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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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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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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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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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kevin 1 ['kevin] n.凯文（男子名）

214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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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17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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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20 lifeline 1 ['laiflain] n.生命线；救生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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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livelihoods 1 ['laɪvlɪhʊdz] 农民生计

223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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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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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Mexicali 1 [,meksi'kæli; ,mehi:'kɑ:li:] n.墨西卡利（墨西哥一座城市）

227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228 missed 1 [mɪs] n. [M-]小姐 vt. 想念 vt. 错过；漏掉

229 Mountains 1 ['mauntins] n.山脉；[地理]山区；山岳（mountai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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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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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33 northern 1 ['nɔ:ðən] adj.北部的；北方的 n.北部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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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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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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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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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239 overuse 1 [,əuvə'ju:z, 'əuvə'ju:s] n.过度使用 vt.把…使用过度

240 Oxford 1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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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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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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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46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7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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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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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etty 1 adj.漂亮的；可爱的；优美的 adv.相当地；颇 n.有吸引力的事物（尤指饰品）；漂亮的人 n.Pretty，普雷蒂（人名）

251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52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253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54 propose 1 [prəu'pəuz] vt.建议；打算，计划；求婚 vi.建议；求婚；打算

255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56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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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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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quarter 1 ['kwɔ:tə] n.四分之一；地区；季度；一刻钟；两角五分；节 vi.住宿；驻扎 vt.将…四等分；供某人住宿 num.四分之一

259 reached 1 到达

260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61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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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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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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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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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68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69 reservoirs 1 ['rezəvwɑːz] n. 储集层；储存器；水库

270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71 rocky 1 ['rɔki] adj.岩石的，多岩石的；坚如岩石的；摇晃的；头晕目眩的

272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273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74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75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76 severely 1 [si'viəli] adv.严重地；严格地，严厉地；纯朴地

277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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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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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81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282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83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84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285 snow 1 [snəu] n.雪，积雪；下雪 vi.降雪 vt.使纷纷落下；使变白 n.(Snow)人名；(英)斯诺

286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87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88 spr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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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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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92 steady 1 ['stedi] adj.稳定的；不变的；沉着的 vi.稳固 vt.使稳定；稳固；使坚定 adv.稳定地；稳固地 n.关系固定的情侣；固定支
架

293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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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rongest 1 英 [strɒŋɡɪst] 美 [strɔː ŋɡɪst] adj.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

296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9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98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99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30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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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02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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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ijuana 1 [ti:'hwɑ:nə; -nɑ:] n.提华纳（墨西哥西北部城市）

305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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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08 upstream 1 ['ʌp'stri:m] adv.逆流地；向上游 adj.向上游的；逆流而上的 n.上游部门

309 us 1 pron.我们

310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311 Utah 1 ['ju:tɑ:] n.美国犹他州

312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31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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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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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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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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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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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heeler 1 ['hwi:lə] n.车夫；辕马；车轮制造人 n.(Wheeler)人名；(英、葡、法、瑞典)惠勒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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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2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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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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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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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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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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