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2 [As It Is] American Companies Rent Robots to Small
Factori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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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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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robot 13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5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robots 9 ['rəʊbɒts] 机器人

7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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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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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ompanies 6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0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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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year 6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4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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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7 three 5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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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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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factories 4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21 investors 4 [ɪn'vestəz] 投资者

22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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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maller 4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4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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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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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lbert 3 ['ælbət] n.艾伯特（男子名）

27 business 3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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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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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interest 3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31 month 3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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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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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now 3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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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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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pl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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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robotics 3 [rəu'bɔtiks] n.机器人学（robotic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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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40 tan 3 [tæn] n.（日晒后皮肤的）黝黑色；棕褐色；鞣料；马戏团 vt.鞣（革）；晒成褐色 vi.晒成棕褐色 adj.黄褐色的；鞣皮的 n.
(Tan)人名；(俄、土、土库、吉尔)塔恩；(英)坦；(柬、老)丹

41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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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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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who 3 pron.谁；什么人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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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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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47 barras 2 ['bærəs] 毛松香

48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49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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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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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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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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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55 financing 2 [fi'nænsiŋ] n.融资；财务；筹措资金 v.筹措资金；财政管理；从事金融活动（finance的ing形式）

56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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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graveyard 2 ['greivjɑ:d] n.墓地

58 hour 2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59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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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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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john 2 [dʒɔn] n.厕所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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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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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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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elvin 2 ['melvin] n.梅尔文（人名，意思是男巫，在塞尔特语中是酋长的意思）

66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67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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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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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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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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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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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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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apid 2 ['ræpid] adj.迅速的，急促的；飞快的；险峻的 n.急流；高速交通工具，高速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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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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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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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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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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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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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upporting 2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81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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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84 wages 2 ['weɪdʒɪz] n. 工资；报酬；代价 名词wage的复数；动词wage的第三人称单数.

8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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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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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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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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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92 alone 1 [ə'ləun] adj.独自的；单独的；孤独的 adv.独自地；单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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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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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96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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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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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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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0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03 bar 1 n.条，棒；酒吧；障碍；法庭 vt.禁止；阻拦 prep.除……外 n.(Bar)人名；(阿拉伯、德、法、俄、罗、捷、波、葡、以)巴
尔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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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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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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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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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09 bob 1 [bɔb] n.短发；摆动；浮子；轻敲；悬挂的饰品 vt.剪短；敲击；使上下快速摆动 vi.上下跳动；振动 n.(Bob)人名；(英)鲍勃
(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

110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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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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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14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15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16 Caty 1 卡蒂

117 CEO 1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118 chains 1 [tʃeɪnz] n. 枷锁；镣铐 名词chain的复数形式.

119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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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22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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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24 cofounder 1 英 [kəʊ'faʊndə] 美 [koʊ'faʊndə] n. 共同的创立者；创立者之一

125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26 corp 1 英 [kɔː (r)] 美 [kɔː r] n. 军团；兵团；队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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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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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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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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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132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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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35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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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disagreements 1 [dɪsəɡ'riː mənts] 分歧

138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139 doubts 1 [daʊt] n. 怀疑；疑惑；悬而未定 vt. 怀疑；不信任 vi. 不确定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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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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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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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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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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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48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49 financer 1 n. 金融家；财政家

150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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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garry 1 ['gæri] n.奥里根白栎（植物） n.(Garry)人名；(英、法)加里

153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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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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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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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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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handle 1 ['hændl] n.[建]把手；柄；手感；口实 vt.处理；操作；运用；买卖；触摸 vi.搬运；易于操纵

160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61 hardware 1 ['hɑ:dwεə] n.计算机硬件；五金器具

162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63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64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65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66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67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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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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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71 initialized 1 [ɪ'nɪʃlaɪzd] adj. [计] 已初始化的 动词initi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2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73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74 Jane 1 [dʒein] n.简（女子名）

175 January 1 ['dʒænjuəri] n.一月

176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77 Jordan 1 ['dʒɔ:dən] n.约旦（阿拉伯北部的国家）；乔丹（男子名）

178 kretchmer 1 n. 克雷奇默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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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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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easing 1 ['li:siŋ] n.租赁；（苏）谎言 v.出租（lease的ing形式）

183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184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85 Livermore 1 ['livə,mɔ:] n.利弗莫尔（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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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losing 1 ['lu:ziŋ] n.损失；失败 adj.输的；失败的；导致失败的 v.失去；损失（lose的ing形式）；错过

188 luckily 1 ['lʌkili] adv.幸好，侥幸；幸运地

189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90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91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192 manufacturing 1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193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94 meets 1 [miː t] v. 遇见；满足 n. 运动会；集会 adj. 合适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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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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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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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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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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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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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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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208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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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11 picked 1 ['pikid, pikt] adj.采摘的；精选的 v.挑选；采摘（pick的过去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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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lastics 1 ['plæstiks] n.塑料；整形外科；外科修补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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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pleased 1 [pli:zd] adj.高兴的；喜欢的；乐意做某事 v.满意；愿意（plea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15 polar 1 ['pəulə] adj.极地的；两极的；正好相反的 n.极面；极线 n.(Polar)人名；(德、西)波拉尔

216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1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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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20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21 purchases 1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222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23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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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26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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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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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nt 1 [rent] n.租金 vt.出租；租用；租借 vi.租；出租 n.(Rent)人名；(瑞典)伦特

230 repetitive 1 [ri'petətiv] adj.重复的

231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32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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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3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6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37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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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obotic 1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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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42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243 scheduled 1 英 ['ʃedju lːd] 美 ['skedʒəld] adj. 预定的；预先安排的 动词schedu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4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45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46 s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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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hift 1 [ʃift] n.移动；变化；手段；轮班 vi.移动；转变；转换 vt.转移；改变；替换

248 shifts 1 [ʃɪft] v. 移动；改变；换挡；字型转换 n. 轮班；变化；移动；计谋；轮班职工

249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250 significantly 1 adv.显著地；相当数量地

251 silicon 1 ['silikən, -kɔn] n.[化学]硅；硅元素

252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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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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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pun 1 [spʌn] adj.纺成的 v.纺（spin的过去分词）；旋转

257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58 startups 1 [s'tɑ rːtʌps] 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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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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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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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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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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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ammy 1 ['tæmi] n.一种便帽（等于tam-o'-shanter）；棉经毛纬平纹呢（等于tammie）；滤汁布 n.(Tammy)人名；(英)塔米

264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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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7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68 thrown 1 [θrəun, 'θrəun] v.抛（throw的过去分词）；扔掉

269 tiger 1 ['taigə] n.老虎；凶暴的人 n.(Tiger)人名；(英)泰格；(法)蒂热；(瑞典)蒂格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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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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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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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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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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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278 vision 1 n.视力；美景；眼力；幻象；想象力；幻视（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 vt.想象；显现；梦见

279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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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atched 1 英 [wɒtʃ] 美 [wɑ tːʃ] v. 注视；看守；观看 n. 手表；监视；看守；值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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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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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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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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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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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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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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