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 Car Companies Seek
Low-Cost Production Methods 词频表词频表

1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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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2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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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s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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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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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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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rrival 10 [ə'raivəl] n.到来；到达；到达者

10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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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lectri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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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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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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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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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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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mpan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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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quipment 6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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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its 6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0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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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roduction 6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2 vehicle 6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3 abelson 5 n. 埃布尔森

24 build 5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25 each 5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2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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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8 vehicles 5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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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ound 4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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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r 4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33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4 dollars 4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35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6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7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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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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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traditional 4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40 w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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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ork 4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42 year 4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3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4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45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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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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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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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sts 3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49 factories 3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50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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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fisker 3 n. 菲斯克（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52 millions 3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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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55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6 parts 3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57 pl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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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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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raised 3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60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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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tartup 3 英 ['stɑ tːʌp] 美 ['stɑ tː'ʌp] n. 开动；出发

62 startups 3 [s'tɑ rːtʌps] 创业

63 tesla 3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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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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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v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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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vans 3 n.先锋；前卫；大蓬货车（van的复数） n.(Vans)人名；(英)万斯

68 add 2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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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71 avoid 2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72 backwards 2 ['bækwədz] adv.倒；向后；逆

73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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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76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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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arolina 2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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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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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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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83 engineers 2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84 factory 2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85 head 2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86 hundreds 2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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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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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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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lo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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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machines 2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94 made 2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95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96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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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8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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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01 musk 2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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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04 north 2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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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07 painting 2 ['peintiŋ] n.绘画；油画；着色 v.绘画（paint的ing形式）；涂色于 n.(Painting)人名；(英)佩因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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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plastic 2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110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11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12 reassemble 2 [ˌriː ə'sembl] v. 重装；再聚集；再汇编

113 ree 2 [ri:] vt.筛（豆等） n.稀土元素 n.(Ree)人名；(朝)李；(英、德、丹、瑞典)雷

114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15 roads 2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116 robots 2 ['rəʊbɒts] 机器人

117 serve 2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118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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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spend 2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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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Taylor 2 ['teilə] n.泰勒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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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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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12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6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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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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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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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31 agreements 1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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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3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5 announce 1 [ə'nauns] vt.宣布；述说；预示；播报 vi.宣布参加竞选；当播音员

136 Aquila 1 ['ækwilə] n.[天]天鹰座；亚桂拉（意大利中部城市）

137 axle 1 ['æksəl] n.车轴；[车辆]轮轴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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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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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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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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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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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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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bicester 1 n. 比斯特

147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48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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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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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bus 1 [bʌs] n.公共汽车 乘公共汽车

151 buses 1 ['bʌsiz] n.公共汽车（bus的复数形式） v.乘公共汽车；用公共汽车运送（bu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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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154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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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anadian 1 [kə'neidiən] adj.加拿大（人）的 n.加拿大人

156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57 carmaker 1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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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60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161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62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63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164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165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66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167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168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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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osting 1 ['kɔstiŋ] n.成本计算；生产费用 v.花费（cost的ing形式） n.(Costing)人名；(罗)科斯廷格

170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17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72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73 c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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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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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77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78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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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81 England 1 n.英格兰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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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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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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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86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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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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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90 finance 1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191 financially 1 [fai'nænʃəli] adv.财政上；金融上

192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93 ford 1 n.浅滩；Ford：福特汽车公司 vi.涉水而过 vt.涉过；徒涉

194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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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oxconn 1 n. 富士康（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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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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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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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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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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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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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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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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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highways 1 ['haɪweɪz] 高速公路

208 hire 1 [haiə] n.雇用，租用；租金，工钱 vt.雇用；出租 vi.雇用，租用；受雇

209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210 ideas 1 观念

211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212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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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14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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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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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217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218 Israel 1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219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20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21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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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223 lac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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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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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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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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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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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essen 1 ['lesən] vt.使…变小；使…减轻；使…变少 vi.减少；减轻；变小 n.(Lessen)人名；(德、罗)莱森

230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31 lightweight 1 ['laitweit] n.轻量级选手；无足轻重的人 adj.重量轻的；平均重量以下的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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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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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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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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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Magna 1 ['mægnə] n.麦格纳（全名为麦格纳国际，为世界第三大汽车零部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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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241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42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243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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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246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247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48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249 mile 1 [mail] n.英里；一英里赛跑；较大的距离 n.(Mile)人名；(塞、匈、法)米莱

250 mitsubishi 1 n. 三菱（日本公司）

251 model 1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252 mold 1 [məuld] vt.塑造；使发霉；用模子制作 vi.发霉 n.霉菌；模子 n.(Mold)人名；(英)莫尔德

253 molding 1 ['məuldiŋ] n.模塑；铸造；装饰用的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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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molds 1 英 [məʊld] 美 [moʊld] n. 模式；类型；模子；模型；真菌；软土 vt. 形成；制模；发霉 vi. 发霉；符合形状

255 motor 1 ['məutə] n.发动机，马达；汽车 adj.汽车的；机动的 vi.乘汽车 vt.以汽车载运

256 motors 1 [mɒtərs] n. 马达；电动机；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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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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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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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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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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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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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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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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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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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overcome 1 [,əuvə'kʌm] vt.克服；胜过 vi.克服；得胜

269 overseas 1 ['əuvə'si:z] adv.在海外，海外 adj.海外的，国外的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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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aint 1 vt.油漆；绘画；装饰；涂色于；描绘；（用语言，文字等）描写；擦脂粉等 vi.油漆；描绘；绘画；化妆 n.油漆；颜
料，涂料；绘画作品；胭脂等化妆品；色彩，装饰 n.潘（人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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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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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76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277 platforms 1 [p'lætfɔː mz] 平台

278 poured 1 英 [pɔː (r)] 美 [pɔː r] v. 不断流动；倒；倾泻；蜂涌而来 n. 倾泻

279 prefinished 1 adj.预加工的; 预涂饰的; 未加工的 n.预油实木地板; 强化地板

280 pressed 1 [prest] adj. （金钱、时间等）紧迫的；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1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82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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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racing 1 ['reisiŋ] n.赛马；竞赛 vi.赛马（race的ing形式）；竞赛 adj.比赛的

285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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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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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egulations 1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289 remarkable 1 [ri'mɑ:kəbl] adj.卓越的；非凡的；值得注意的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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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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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rough 1 [rʌf] adj.粗糙的；粗略的；粗野的；艰苦的；未经加工的 vt.使粗糙；粗暴对待；草拟 n.艰苦；高低不平的地面；未经
加工的材料；粗糙的部分 vi.举止粗野 adv.粗糙地；粗略地；粗暴地 n.(Rough)人名；(英)拉夫

293 ruined 1 ['ruind, 'ru:-] adj.毁灭的；荒废的 v.毁灭（ruin的变形）

294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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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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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7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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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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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hand 1 n. 尚德

301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302 shares 1 n.[金融]股份（share的复数形式） v.[计]共享，共有；分配（share的三单形式）

303 shipping 1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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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306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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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olutions 1 [sə'lu ʃːnz] n. 解答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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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311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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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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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upplier 1 [sə'plaiə] n.供应厂商，供应国；供应者

316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317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318 surfaces 1 英 ['sɜ fːɪs] 美 ['sɜ rː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露；在
表面工作

319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20 SUV 1 [ˌesju 'ːviː ] n. 多功能箱式跑车；多用途跑车(=sport-utility vehicle)

321 SUVs 1 n.Suva, Fiji 斐济( SUV的名词复数 ); Suva, Fiji Islands (Nandi Airport) 斐济; Sons of Union Veterans 老老之子; Saybolt
universal visscosity 赛氏通用粘度

322 Taiwan 1 ['tai'wɑ:n] n.台湾

323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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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eamed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26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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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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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30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3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32 Tony 1 ['təuni] n.托尼（男名）

333 transporting 1 ['trænspɔː rt] n. 运输 动词trans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334 trucks 1 [trʌk] n. 卡车；手推车；敞篷货车 n. 交易；交往；商品蔬菜；实物工资；<口>垃圾 v. 以卡车运 v. 交易；打交道

33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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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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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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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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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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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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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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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5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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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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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4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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