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 Electric Cars Help the
Environment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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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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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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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percen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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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lectric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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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issions 1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9 carbon 10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10 gasoline 10 ['gæsəli:n] n.汽油

11 b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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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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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ars 8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4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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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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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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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urope 7 ['juərəp] n.欧洲

18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countries 6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20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1 g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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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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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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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vehicles 6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5 evs 5 ['iː vs] (=endoscopic variceal sclerosis) 静脉曲张经内窥镜硬化剂(疗法),(=ethylvinyl sulfide) 乙基乙烯基硫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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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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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systems 5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9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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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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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harging 4 英 [tʃɑːdʒɪŋ] 美 ['tʃɑːdʒɪŋ] n. 充电；装料；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

33 energy 4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34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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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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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tween 3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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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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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al 3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41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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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depends 3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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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v 3 ['iː v] abbr. 电子伏特 (=electron volt).

45 Germany 3 ['dʒə:məni] n.德国

46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47 hydroelectric 3 [,haidrəui'lektrik] adj.水力发电的；水电治疗的

48 lo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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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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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avings 3 ['seiviŋz] n.储蓄；存款；救助；节省物（saving的复数形式）

51 study 3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52 sun 3 [sʌn] n.太阳 vt.使晒 vi.晒太阳 n.(Sun)人名；(中)孙(普通话·威妥玛)；(柬)孙；(缅)素；(土)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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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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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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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veh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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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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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ind 3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59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60 aver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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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2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63 charged 2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64 co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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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mpared 2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66 count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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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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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0 depend 2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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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riv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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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ea 2 abbr. 《电气与电子文摘》(英国期刊)=（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Abstracts）

74 environment 2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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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gap 2 n.间隙；缺口；差距；分歧 vi.裂开 vt.使形成缺口

77 gasses 2 [ɡæs] n. 煤气；气体；汽油；空话 vt. 使吸入毒气；毒(死)；给 ... 加汽油 vi. 空谈；加汽油

78 gen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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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reenhouse 2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80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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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meeting 2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82 motors 2 [mɒtərs] n. 马达；电动机；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

83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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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86 nuclear 2 ['nju:kliə, 'nu:-] adj.原子能的；[细胞]细胞核的；中心的；原子核的

87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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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pl 2 abbr.分界线（PartingLine）；合用线（PartyLine）；有效负载（PayLoad）；信号灯（PilotLamp）；复数（plural，等于p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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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reduce 2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91 reduction 2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92 reg 2 [reg] n.汽车牌照

93 released 2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4 renewable 2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95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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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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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a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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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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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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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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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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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04 warm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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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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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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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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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10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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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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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d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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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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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fternoon 1 [,ɑ:ftə:'nu:n, ,æf-, 'ɑ:ftə'nu:n, 'æf-] n.午后，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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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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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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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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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22 Austria 1 ['ɔstriə] n.奥地利

123 auto 1 ['ɔ:təu] n.汽车（等于automobile）；自动 vi.乘汽车 n.(Auto)人名；(葡)奥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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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automakers 1 n.汽车制造商（automaker的复数）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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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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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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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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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31 carmaker 1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132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133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34 cleaner 1 ['kli:nə] n.[化工]清洁剂；清洁工；干洗店；干洗商；洗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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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37 cyprus 1 ['saiprəs] n.塞浦路斯（地中海东部一岛）

138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39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40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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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143 dri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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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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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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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47 efficient 1 [i'fiʃənt] adj.有效率的；有能力的；生效的

148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49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150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151 engines 1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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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qually 1 ['i:kwəli] adv.同样地；相等地，平等地；公平地

154 Estonia 1 [es'təuniə] n.爱沙尼亚

155 eu 1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56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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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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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60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61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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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gases 1 ['ɡæsɪz] n. 气体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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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Glasgow 1 ['glɑ:sgəu] n.格拉斯哥（英国城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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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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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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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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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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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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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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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7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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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77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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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80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81 Kosovo 1 ['kɔ:səvəu] n.科索沃（南斯拉夫自治省名）

182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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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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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86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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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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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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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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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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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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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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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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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rowed 1 英 ['nærəʊ] 美 ['næroʊ] adj. 有限的；狭窄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 海峡；隘路；狭窄部份 v. 变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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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etherlands 1 ['neðələndz] n.荷兰（形容词Netherlandish）；地区名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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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03 Norway 1 ['nɔ:wei] n.挪威（北欧国家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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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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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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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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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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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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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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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oland 1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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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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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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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adiant 1 ['reidiənt] adj.辐射的；容光焕发的；光芒四射的 n.光点；发光的物体

218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19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0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21 reduces 1 英 [rɪ'djuːs] 美 [rɪ'duːs] v. 减少；缩小；使落魄；简化；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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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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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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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2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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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29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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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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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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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3 saves 1 [seɪv] v. 救；节省；保存 n. 救援，救助

23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5 s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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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37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38 Serbia 1 ['sə:biə] n.塞尔维亚（南斯拉夫成员共和国名）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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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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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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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olved 1 英 [sɒlv] 美 [sɑ lːv] v. 解决；解答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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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246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47 standards 1 [s'tændədz] n. 规格 名词standard的复数形式.

248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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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50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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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53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54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255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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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7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58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59 tesla 1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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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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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64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65 trap 1 vt.诱捕；使…受限制；使…陷入困境；吸收；使…上当 n.陷阱；圈套；困境；[建]存水湾 vi.设陷阱 n.(Trap)人名；(英)特
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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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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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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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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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72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273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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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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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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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7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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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