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2 [As It Is] Gas Crisis Hits Dutch Greenhous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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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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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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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g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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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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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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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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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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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greenhouses 7 [ɡ'riː nhaʊzɪz] 温室

13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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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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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utch 6 [dʌtʃ] adj.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荷兰人；荷兰语 adv.费用平摊地；各自付账地

17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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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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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heat 6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20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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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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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ndustry 5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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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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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risis 4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27 greenhouse 4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28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9 le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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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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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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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production 4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33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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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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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van 4 [væn] n.先锋；厢式货车；增值网 vt.用车搬运 n.(Van)人名；(老、泰、柬、缅)万

36 vegetables 4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3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8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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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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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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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2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43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4 biomass 3 ['baiəumæs] n.（单位面积或体积内的）[生态]生物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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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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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uropean 3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48 geothermal 3 [,dʒi:əu'θə:məl] adj.[地物]地热的；[地物]地温的

49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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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incre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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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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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52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53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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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55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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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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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prices 3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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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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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61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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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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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64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5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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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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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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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oth 2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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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apacity 2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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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ostly 2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74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75 cucumbers 2 [k'juːkʌmbəz] 黄瓜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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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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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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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ue 2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80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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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flowers 2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82 grid 2 [grid] n.网格；格子，栅格；输电网

83 Groningen 2 ['grəuniŋən] n.格罗宁根（荷兰城市）

84 growers 2 [ɡ'rəʊəz] n. 栽培者；生长物 （名词grow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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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istory 2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87 invested 2 [ɪn'vest] v. 投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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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john 2 [dʒɔn] n.厕所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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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larger 2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92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93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94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95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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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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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Netherlands 2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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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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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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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02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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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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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price 2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106 produc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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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producing 2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08 rabobank 2 拉博银行(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总部所在地荷兰, 主要经营银行)

109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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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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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sell 2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113 Spain 2 [spein] n.西班牙

114 stores 2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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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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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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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1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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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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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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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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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wintertime 2 ['wintətaim] n.冬季

125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
使符合；使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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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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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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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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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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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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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33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34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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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3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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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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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bell 1 [bel] n.铃，钟；钟声，铃声；钟状物 vt.装钟于，系铃于 vi.鸣钟；成钟状鼓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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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urn 1 [bə:n] vt.燃烧；烧毁，灼伤；激起…的愤怒 vi.燃烧；烧毁；发热 n.灼伤，烧伤；烙印 n.(Burn)人名；(英)伯恩

144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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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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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9 cheap 1 [tʃi:p] adj.便宜的；小气的；不值钱的 adv.便宜地

150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151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152 cindy 1 ['sindi] n.辛迪（女子名，Cynthia的昵称）

153 cl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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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nclusions 1 [kənk'luːʒnz] 结论

155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56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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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59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60 cro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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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ubic 1 ['kju:bik] adj.立方体的，立方的 n.(Cubic)人名；(罗)库比克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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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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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utting 1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165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166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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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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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170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71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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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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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175 earthquakes 1 ['ɜːθkweɪks] n. 地震 名词earthquak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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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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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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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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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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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8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84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85 euros 1 n. 欧元 名词euro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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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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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pecting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89 expensive 1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90 exporter 1 [ik'spɔ:tə] n.出口商；输出国

191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192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93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194 fall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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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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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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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98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99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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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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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enerates 1 ['dʒenəreɪt] vt. 产生；发生；引起

203 gigawatt 1 ['dʒigəwɔt] n.千兆瓦；十亿瓦特

204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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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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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grower 1 ['grəuə] n.栽培者；生长物 n.(Grower)人名；(英)格罗尔

209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210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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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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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hectare 1 ['hektɑ:] n.公顷（等于1万平方米）

214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215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216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17 hits 1 [hɪts] n. [计]采样数 名词hi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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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20 invasion 1 [in'veiʒən] n.入侵，侵略；侵袭；侵犯

221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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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Kenya 1 ['kenjə; 'ki:njə] n.肯尼亚（东非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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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22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27 Limburg 1 ['limbə:g] n.林堡（比利时的省）

228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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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31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232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33 managed 1 ['mænɪdʒ] v. 管理；经营；做成；设法对付；提供；有空

234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35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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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238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39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240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41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42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243 Michel 1 ['mai:kəl] n.米歇尔（男子名）

244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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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orocco 1 [mə'rɔkəu] n.摩洛哥（非洲一国家名）；[皮革]摩洛哥皮革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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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49 nationwide 1 ['neiʃənwaid] adj.全国范围的；全国性的 adv.在全国

250 Nederland 1 ['neidəlɑ:nt] n.荷兰

251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52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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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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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256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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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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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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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61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62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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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peppers 1 英 ['pepə(r)] 美 ['pepər] n. 胡椒粉；辣椒 vt. 加胡椒粉于；不断打击

264 pieter 1 彼得

265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66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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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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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70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271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7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73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74 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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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restricting 1 [rɪs'trɪktɪŋ] adj. 限制的，约束的 v. 限制，约束，束缚（restrict的现在分词）

27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8 reversing 1 [ri'və:siŋ] adj.回动的 v.颠倒；倒转；完全改变（reverse的ing形式）

279 royal 1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280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81 sanctions 1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28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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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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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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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8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88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89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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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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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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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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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96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97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98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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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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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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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tatistics 1 [stə'tistiks] n.统计；统计学；[统计]统计资料

303 sterling 1 ['stə:liŋ] adj.纯正的；英币的；纯银制的 n.英国货币；标准纯银 n.(Sterling)人名；(德)施特林；(英、西、瑞典)斯特林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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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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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ummertime 1 英 ['sʌmətaɪm] 美 ['sʌmərtaɪm] n. 夏季；全盛时期

30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8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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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311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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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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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oby 1 ['təubi] n.托比（男子名）；矮胖老人形啤酒杯

315 towards 1 [tə'wɔ:dz, tu-, 'təuədz, twɔ:dz] prep.朝，向；对于；有助于

316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317 unique 1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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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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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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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3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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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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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326 warmer 1 n.取暖器；加热器；加热工人 adj.warm的比较级，更加温暖的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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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armth 1 [wɔ:mθ] n.温暖；热情；激动

329 was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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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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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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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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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335 wires 1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336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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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9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40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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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