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5 [As It Is] US Congress Requires New Technology to Stop
Drunken Driv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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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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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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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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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ar 8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0 driving 7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11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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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armaker 5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14 driver 5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15 drunk 5 [drʌŋk] v.喝酒（drink的过去分词） adj.喝醉了的

16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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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cohol 4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18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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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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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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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 safety 4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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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8 bill 3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29 cars 3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30 congress 3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31 drunken 3 ['drʌŋkən] adj.喝醉的；酒醉的；常醉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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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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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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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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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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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mandate 3 ['mændeit] n.授权；命令，指令；委托管理；受命进行的工作 vt.授权；托管

38 m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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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nhtsa 3 abbr. National Highway Traffic Safety Administration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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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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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requires 3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42 road 3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43 roads 3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4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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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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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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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lready 2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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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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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ehavior 2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52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3 blood 2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54 Breathalyzer 2 ['breθəlaizə] n.体内酒量测定器

55 built 2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56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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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ameras 2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58 crashes 2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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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eaths 2 ['deθs] 死亡人口

61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2 died 2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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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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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unding 2 ['fʌndiŋ] n.提供资金；用发行长期债券的方法来收回短期债券 v.提供资金；积存（fund的ing形式）

66 half 2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67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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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impaired 2 adj.受损的 v.损害（impai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9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0 infrared 2 [,infrə'red] n.红外线 adj.红外线的

71 infrastructure 2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72 lef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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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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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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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look 2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英)
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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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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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monumental 2 [,mɔnju'mentəl] adj.不朽的；纪念碑的；非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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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80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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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83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84 Otte 2 n. 奥特

85 president 2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86 rays 2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87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88 requirement 2 [ri'kwaiəmənt] n.要求；必要条件；必需品

89 rules 2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0 seat 2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91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92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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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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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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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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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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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1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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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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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104 transportation 2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105 turn 2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106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07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08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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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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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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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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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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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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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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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18 alex 1 ['æliks] n.亚历克斯（男子名）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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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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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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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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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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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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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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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automatic 1 [,ɔ:tə'mæti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n.自动机械；自动手枪

129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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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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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icycle 1 ['baisikl] n.自行车 vi.骑脚踏车 vt.骑自行车运送

134 biden 1 n. 拜登(姓氏)

135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36 bike 1 [baik] n.自行车；脚踏车 vi.骑自行车（或摩托车） n.(Bike)人名；(土、土库、塞)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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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bmw 1 宝马(总部所在地德国, 主要经营汽车的公司)

139 brakes 1 [breɪk] n. 制动器；闸；刹车 v. 刹车

140 Bridges 1 ['bridʒiz] n.布里奇斯（姓氏）

141 busy 1 ['bizi] adj.忙碌的；热闹的；正被占用的 vt.使忙于 n.(Busy)人名；(匈)布希；(法)比西

142 buttigieg 1 布蒂吉格

143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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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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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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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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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49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50 collapsing 1 [kə'læpsɪŋ] n. 毁坏(压扁；折叠；伸缩)

151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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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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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
乐的

15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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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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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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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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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d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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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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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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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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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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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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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no 1 abbr.英国国家歌剧院（EnglishNationalOpera） n.(Eno)人名；(芬)埃诺；(英)伊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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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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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71 f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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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73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174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75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76 fund 1 [fʌnd] n.基金；资金；存款 vt.投资；资助 n.(Fund)人名；(德)丰德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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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79 greener 1 英 ['griː nə] 美 ['grɪnə] n. 生手， 没经验的人 形容词green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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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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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83 hi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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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85 highway 1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186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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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88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189 impair 1 [im'pεə] vt.损害；削弱；减少

190 impairment 1 [im'pɛəmənt] n.损伤，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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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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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insights 1 n. 洞察力；眼力；深刻见解（insight的复数）

195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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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98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199 killer 1 ['kilə] n.杀手；致死；止痛药；宰杀的器具；断路器 n.(Killer)人名；(德、匈、捷)基勒

200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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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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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204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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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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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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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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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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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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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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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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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215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216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217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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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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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mothers 1 英 ['mʌðə(r)] 美 ['mʌðər] n. 母亲；妈妈 adj. 母亲的；母体的；本源的 vt. 生育；像母亲一样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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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22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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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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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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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nissan 1 [ni'sɑ:n] n.尼桑（日产汽车名）

228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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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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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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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rdered 1 ['ɔ:dəd] adj.[数]有序的；整齐的；安排好的 v.命令；点餐（ord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4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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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aths 1 [pæθis] n.路径（path的复数）

237 pedals 1 ['pedlz] n. 踏板；脚蹬 名词pedal的复数形式.

238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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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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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ete 1 [pi:t] n.保险箱，银箱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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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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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5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246 properly 1 ['prɔpəli] adv.适当地；正确地；恰当地

247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48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49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50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51 region 1 ['ri:dʒən] n.地区；范围；部位

252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3 reminders 1 [rɪ'maɪndəz] n. 提醒，催函，催款单（reminder的复数形式）

254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55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56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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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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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rides 1 [raɪd] v. 骑；乘 n. 交通工具；骑；乘车；搭便车

259 Sam 1 n.萨姆（男子名）

260 seatbelt 1 [siː tbelt] n. 安全带

261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62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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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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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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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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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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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leepiness 1 ['sli:pinis] n.睡意，瞌睡；想睡

270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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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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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75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76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77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78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79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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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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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83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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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6 trillion 1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287 us 1 pron.我们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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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0 vehic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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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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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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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294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9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6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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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299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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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heeled 1 [hwi:ld] adj.轮式的；有轮的 v.滚动；装轮子（wheel的过去分词）

302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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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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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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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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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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