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0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veral Carmakers Push Plans
to Offer Hydrogen-powered Vehicl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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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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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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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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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kio 1 明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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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ong 2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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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nounced 2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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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6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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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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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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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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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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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22 attended 1 [ə'tendɪd] 动词att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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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utomaker 1 ['ɔ:təu,meikə] n.汽车制造商

26 automakers 1 n.汽车制造商（automaker的复数）

27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28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9 battery 4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30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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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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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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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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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mw 3 宝马(总部所在地德国, 主要经营汽车的公司)

39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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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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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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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us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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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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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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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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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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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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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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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didate 1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1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52 carb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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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rmaker 1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54 cars 4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5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6 cell 7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57 cells 1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58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9 charging 1 英 [tʃɑːdʒɪŋ] 美 ['tʃɑːdʒɪŋ] n. 充电；装料；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

60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61 clean 2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62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63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64 combustion 5 [kəm'bʌstʃən] n.燃烧，氧化；骚动

65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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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ommercial 4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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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70 compete 2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71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72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73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74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75 conversions 1 [kən'vɜ ʃːnz] 转换策略

76 convert 2 [kən'və:t] vt.使转变；转换…；使…改变信仰 vi.转变，变换；皈依；改变信仰 n.皈依者；改变宗教信仰者 n.(Convert)人
名；(法)孔韦尔

77 converted 1 [kən'və:tid] adj.修改的；改变信仰的 v.转变；改变信仰（conve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8 copied 1 ['kɒpɪd] adj. 复制的；模仿的；抄写的 动词cop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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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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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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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urrently 4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83 Daimler 1 n.戴姆勒（德国汽车制造商）

84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85 developed 3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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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87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88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89 differs 1 英 ['dɪfə(r)] 美 ['dɪfər] vi. 不同；有区别

90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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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driv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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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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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94 electri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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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96 electricity 3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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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missions 1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99 enemy 1 ['enimi] n.敌人，仇敌；敌军 adj.敌人的，敌方的

100 energy 3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01 engine 3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102 engines 2 ['endʒɪn] n. 发动机；引擎；机车；火车头 vt. 给 ... 装引擎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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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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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06 ev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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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08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09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10 experimental 1 [ek,speri'mentəl, ek's-] adj.实验的；根据实验的；试验性的

111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12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13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114 fcev 1 燃料电池汽车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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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illing 1 ['filiŋ] n.填充；填料 v.填满；遍及（fill的ing形式） n.(Filling)人名；(瑞典)菲林

117 financed 1 ['faɪnæns] n. 金融；财政；资金 vt. 给 ... 提供资金；负担经费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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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ocus 2 ['fəukəs] n.焦点；中心；清晰；焦距 vt.使集中；使聚焦 vi.集中；聚焦；调节焦距 n.(Focus)人名；(瑞典)福库斯

120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1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22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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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uel 9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25 fueling 1 [fjuːəlŋɪ] n. 加燃料；加油 动词fuel的现在分词形式.

126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27 g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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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gasoline 1 ['gæsəli:n] n.汽油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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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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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31 German 1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132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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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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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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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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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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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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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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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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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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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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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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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147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48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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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51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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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ydrogen 22 ['haidrədʒən] n.[化学]氢

154 hyundai 2 n.现代（公司名，韩国汽车企业）

155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156 improves 1 [ɪm'pruːv] vt. 改善；改进；提高 vi. 变得更好；改进

157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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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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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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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nternal 4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162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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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vested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164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165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6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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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8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69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70 jobs 1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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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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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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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75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76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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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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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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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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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8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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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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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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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88 manufacturers 1 [mænjʊ'fæktʃərəz] n. 生产商；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

189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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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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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93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94 mirai 1 [人名] 玲

195 mode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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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97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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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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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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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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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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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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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6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207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8 offer 3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09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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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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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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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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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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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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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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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xygen 2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220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221 passenger 3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222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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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24 plans 6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25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226 possess 1 vt.控制；使掌握；持有；迷住；拥有，具备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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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owere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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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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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iced 1 [praist] adj.[物价]附有定价的 v.给…定价（price的过去分词）

232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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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35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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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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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39 prototype 2 ['prəutətaip] n.原型；标准，模范

240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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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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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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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46 Ranges 1 n.[仪]量程，范围；[地理]山脉（range的复数） v.延伸（range的第三人称单数）；排列；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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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9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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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leases 1 [rɪ'liː s] n. 释放；让渡；发行 vt. 释放；让与；准予发表；发射

25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53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54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5 ro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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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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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unning 2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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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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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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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ay 2 [sei] vt.讲；说明；例如；声称；假设；指明 vi.讲；表示；念；假定；背诵 n.(Say)人名；(土)萨伊；(法、老、柬)赛；(英)
塞伊；(匈、罗)绍伊

261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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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64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65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66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67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68 several 3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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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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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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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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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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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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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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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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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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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tations 2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282 steam 1 [sti:m] vt.蒸，散发；用蒸汽处理 n.蒸汽；精力 vi.蒸，冒水汽 adj.蒸汽的

283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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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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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87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88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89 technology 9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90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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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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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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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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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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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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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9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00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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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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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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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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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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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6 toyoda 3 丰田

307 Toyota 2 ['təujəutə] n.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名）

308 traditional 2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309 transport 2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310 truck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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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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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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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uphill 1 ['ʌp'hil] adj.上坡的，向上的 adv.向上地；往上坡 n.上升；登高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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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16 vehic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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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vehicles 13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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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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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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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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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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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volvo 1 ['vɔlvəu] n.沃尔沃（汽车品牌，总部设在瑞典）

32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5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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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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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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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which 5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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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32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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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w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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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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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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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7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38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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