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1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ercars' Try to Make
Electric Transition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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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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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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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s 14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7 electric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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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upercar 14 [suːpə'kɑ ]ː n. 超级汽车

9 engines 13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10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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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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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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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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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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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ar 10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7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 sai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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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il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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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ompanies 8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1 batteries 7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22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3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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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 wan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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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7 yasa 7 n. 亚萨(在刚果民主共和国；东经 21º25' 南纬 3º50')

28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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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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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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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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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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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makers 5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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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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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powere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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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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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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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raditional 5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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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xial 4 ['æksiəl] adj.轴的；轴向的 n.(Axial)人名；(法)阿克西亚尔

41 fast 4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42 flux 4 [flʌks] n.[流][机]流量；变迁；不稳定；流出 vt.使熔融；用焊剂处理 vi.熔化；流出 n.(Flux)人名；(德)弗卢克斯；(英)弗勒
克斯

43 g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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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high 4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45 lighter 4 n.打火机；驳船；点火者 vt.驳运 n.(Lighter)人名；(罗)利格特尔 adj.（light的比较级）较轻的；较淡的

46 lo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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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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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Rimac 4 n.(Rimac)人名；(塞)里马茨

49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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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work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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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ble 3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5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4 car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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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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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reate 3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8 Daimler 3 n.戴姆勒（德国汽车制造商）

59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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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61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62 lotus 3 ['ləutəs] n.莲花；荷花；莲饰 n.(Lotus)人名；(英)洛特斯

63 makes 3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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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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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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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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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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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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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71 super 3 ['sju:pə] adj.特级的；极好的 n.特级品，特大号；临时雇员 n.(Super)人名；(英)休珀

72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73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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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75 vehicles 3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76 weigh 3 [wei] vt.权衡；考虑；称…重量 vi.重量为…；具有重要性；成为…的重荷；起锚 n.权衡；称重量

77 weight 3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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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79 woolmer 3 n. 伍尔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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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b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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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addition 2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83 aerospace 2 ['εərəuspeis] n.航空宇宙；[航]航空航天空间

84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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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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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battery 2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87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88 benz 2 [benz] n.奔驰（世界著名汽车品牌）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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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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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92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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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94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95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96 dollars 2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97 energy 2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8 engine 2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99 faw 2 abbr. 中国一汽（=First Auto Work）

100 ferrari 2 n.法拉利（世界上最闻名的赛车和运动跑车的生产厂家，总部在意大利的摩德纳）

101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102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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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owever 2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04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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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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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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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kilograms 2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109 leads 2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10 light 2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111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12 massive 2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113 mercedes 2 [mə'sidi:z] n.梅赛德斯（公司名）；梅塞德斯（人名）

114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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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115 mot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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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17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18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19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0 owned 2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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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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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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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porsche 2 ['pɔ:ski] n.保时捷（德国知名汽车厂商或其出产的轿车品牌名）

124 purchased 2 ['pɜ tːʃəst] adj. 购买的 动词purch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5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26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27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28 silk 2 [silk] n.丝绸；蚕丝；丝织物 adj.丝的；丝绸的；丝制的 vi.（玉米）处于长须的阶段中 n.(Silk)人名；(英、瑞典)西尔克

129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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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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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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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33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34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135 us 2 pron.我们

136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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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vehic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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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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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40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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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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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4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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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47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48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49 auto 1 ['ɔ:təu] n.汽车（等于automobile）；自动 vi.乘汽车 n.(Auto)人名；(葡)奥托

150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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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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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54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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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brand 1 [brænd] vt.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商标，牌子；烙印 n.(Brand)人名；(英、德、俄、西、意、罗、
葡、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157 brands 1 [brænd] n. 烙印；商标；牌子；标记 vt. 加污名于；铭记；打烙印

158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159 bugatti 1 n. 布加迪；法国汽车制造商；有百余年历史的法国跑车品牌；布加迪车是古典老式车中保有量最多的汽车之一；汽
车品牌名称 -(布加蒂)- 法国

160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61 called 1 [kɔː l] vt. 呼叫；打电话；把 ...称为 n. 打电话；访问；召唤；呼叫；把 ... 看作 vi. 呼叫；(短暂的)拜访

162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163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164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65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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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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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69 consumer 1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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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cooled 1 [ku lː] adj. 凉爽的；凉的；冷静的；冷漠的 vt. (使)变凉；(使)冷却；(使)冷静 vi. 变凉；冷静下来 n. 凉爽；冷静；凉快
adv. 冷静地

172 costliest 1 ['kɒstlɪɪst] adj. 最昂贵的

173 croatia 1 [krəu'eiʃjə] n.克罗地亚（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

174 Croatian 1 [krəu:eiʃjən] adj.克罗地亚人的；克罗地亚语的 n.克罗地亚人；克罗地亚语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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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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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78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179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180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81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82 distances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183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184 drivers 1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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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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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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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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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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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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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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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94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95 fedeli 1 n. 费代利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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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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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99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200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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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gasoline 1 ['gæsəli:n] n.汽油

20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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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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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206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207 Graham 1 ['greiəm] adj.全麦的；粗面粉的；全麦粉制成的 n.(Graham)人名；(塞、瑞典)格拉哈姆

208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209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210 Harris 1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211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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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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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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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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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16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217 hyper 1 ['haipə] adj.亢奋的；高度紧张的 n.宣传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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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2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21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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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inspire 1 [in'spaiə] vt.激发；鼓舞；启示；产生；使生灵感

224 inspired 1 [in'spaiəd] adj.有灵感的；官方授意的 v.激发（inspire的过去分词）；鼓舞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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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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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Italy 1 ['itəli] n.意大利（欧洲南部国家）

228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229 koenigsegg 1 柯尼希斯埃格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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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arg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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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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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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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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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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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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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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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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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alaysia 1 [mə'leiʒə; mə'leiziə] n.马来西亚；马来群岛

241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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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mate 1 [meit] n.助手，大副；配偶；同事；配对物 vt.使配对；使一致；结伴 vi.交配；成配偶；紧密配合 n.(Mate)人名；(日)蛏
(姓)；(西、意、塞)马特；(波黑)马特；(罗、俄)马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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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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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orcycle 1 ['məutə,saikl] n.摩托车；机动车 vi.骑摩托车

247 motorcycles 1 ['məʊtəsaɪklz] 摩托车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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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5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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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53 oil 1 [ɔil] n.油；石油；油画颜料 vt.加油；涂油；使融化 vi.融化；加燃油

254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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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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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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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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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土)奥韦尔

258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59 overheat 1 [,əuvə'hi:t, 'əuvəhi:t] vi.过热；愤怒起来 vt.使过热；使愤怒 n.过热；激烈

260 overheating 1 [ˌəʊvə'hiː tɪŋ] n. 过热 动词overheat的现在分词形式.

261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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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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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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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67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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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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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rofitable 1 ['prɔfitəbl] adj.有利可图的；赚钱的；有益的

271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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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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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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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77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78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279 restrict 1 [ri'strikt] vt.限制；约束；限定

280 revolution 1 [,revə'lu:ʃən] n.革命；旋转；运行；循环

281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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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roberto 1 n.罗伯托（人名）

284 run 1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285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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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8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89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90 shand 1 n. 尚德

291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92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93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94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95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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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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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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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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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300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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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302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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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5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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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08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309 tank 1 [tæŋk] n.坦克；水槽；池塘 vt.把…贮放在柜内；打败 vi.乘坦克行进 n.(Tank)人名；(德、土、阿塞、土库、挪)汤克

310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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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1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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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im 1 [tim] n.蒂姆（男子名）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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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318 toy 1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托伊；(法)图瓦

319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320 transition 1 [træn'siʒən, -'ziʃən, trɑ:n-] n.过渡；转变；[分子生物]转换；变调

321 trips 1 [trɪp] n. 旅行；摔倒；差错；轻快的步伐 vt. 使跌倒；使失败；使犯错；起锚；竖帆 vi. 绊倒；旅行；轻快地走；失误；
结巴

322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23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324 updating 1 [ʌp'deɪtɪŋ] adj. 更新的 动词upd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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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27 versions 1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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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30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331 volkswagen 1 ['fɔ:lks,va:gən] n.大众汽车（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332 wait 1 [weit] vt.等候；推迟；延缓 vi.等待；耽搁；伺候用餐 n.等待；等候 n.(Wait)人名；(英)韦特；(捷)魏特

333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4 wheels 1 [wiː l] n. 方向盘；车轮；旋转；周期 vi. 旋转；转动；改变方向 vt. 用车运；转动；给 ... 装轮子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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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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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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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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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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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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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34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