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0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ny Explores Electric Car
Business, Presents New Vehicle Model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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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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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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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ompan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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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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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vehicl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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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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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battery 7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10 electric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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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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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ony 7 n.索尼（日本电子娱乐公司） n.(Sony)人名；(中非、印尼)索尼

13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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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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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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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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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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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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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ed 4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1 batteries 4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22 entertainment 4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23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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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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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mobility 4 [məu'biləti] n.移动性；机动性；[电子]迁移率

26 mode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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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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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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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plans 4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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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echnology 4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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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vis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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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 yoshida 4 n. 吉田(在日本；东经 132º39' 北纬 34º41')

36 ability 3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37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8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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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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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device 3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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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2 ijaz 3 伊贾兹

43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44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5 maker 3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46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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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48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49 technologies 3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50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5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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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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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i 2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55 aims 2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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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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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pple 2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59 architecture 2 n.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架构

60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61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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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utomobile 2 n.汽车 vt.驾驶汽车 [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

6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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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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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ar 2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67 carried 2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68 ces 2 abbr. (日本)通迅技术标准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tandard)

69 ch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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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nference 2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71 December 2 [di'sembə] n.十二月

72 distance 2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73 electricity 2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74 harmony 2 ['hɑ:məni] n.协调；和睦；融洽；调和 n.(Harmony)人名；(英)哈莫尼

75 imaging 2 ['imidʒiŋ] n.成像 v.想像（image的ing形式）；画…的像

76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77 japan 2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78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79 launch 2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水；
汽艇

8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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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materials 2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83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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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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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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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86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87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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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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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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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91 sensing 2 [sensɪŋ] n. 感觉 adj. 敏感的 动词sense的现在分词形式.

92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93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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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ustainable 2 adj.可以忍受的；足可支撑的；养得起的；可持续的

96 tesla 2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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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9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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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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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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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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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gree 1 [ə̍ ɡriː ] vt.同意，赞成；承认；约定，商定 vi.vi.同意，意见一致；约定，商定

106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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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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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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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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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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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utomobiles 1 ['ɔː təməbiː lz] 汽车

114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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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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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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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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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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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23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124 c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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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26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27 chemistry 1 ['kemistri] n.化学；化学过程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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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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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30 cobalt 1 [kəu'bɔ:lt] n.[化学]钴；钴类颜料；由钴制的深蓝色

13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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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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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35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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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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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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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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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ensity 1 ['densəti] n.密度

143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44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45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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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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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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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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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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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54 economically 1 [,i:kə'nɔmikəli] adv.经济地；在经济上；节俭地

155 electrify 1 [i'lektrifai] vt.使电气化；使充电；使触电；使激动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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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ntering 1 ['entəriŋ] v.进入（enter的ing形式）；录入；键入

158 entertain 1 [,entə'tein] vt.娱乐；招待；怀抱；容纳 vi.款待

159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60 ev 1 ['iː v] abbr. 电子伏特 (=electron volt).

161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62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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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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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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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plores 1 英 [ɪk'splɔː (r)] 美 [ɪk'splɔː r] v. 探测；探险；考察；探究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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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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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ilms 1 [fɪlm] n. 电影；薄膜；胶卷 vt. 把 ... 拍成电影；给 ... 覆上一薄层；拍照片 vi. 变朦胧；拍摄电影

171 formerly 1 ['fɔ:məli] adv.以前；原来

172 freely 1 ['fri:li] adv.自由地；免费地；大量地；慷慨地；直率地

173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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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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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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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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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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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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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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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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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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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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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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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87 individualized 1 [ˌɪndɪ'vɪdʒuəlaɪz] vt. 使具有个性；个别对待；具体化

188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invent 1 [in'vent] vt.发明；创造；虚构

190 invest 1 [in'vest] vt.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投资，入股；花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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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93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94 iphone 1 ['aɪfon] n.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国
际的知名度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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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Las 1 [læs] abbr.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大气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光敏开关
（LightActivatedSwitch）

197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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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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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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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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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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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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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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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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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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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eanwhile 1 ['mi:nwail] adv.同时，其间 n.其间，其时

210 metals 1 ['metlz] n. 五金 名词met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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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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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ot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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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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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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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Nevada 1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21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0 nickel 1 ['nikəl] n.镍；镍币；五分镍币 vt.镀镍于 n.(Nickel)人名；(德、英)尼克尔

221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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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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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226 passengers 1 旅客

227 peaceful 1 ['pi:sful] adj.和平的，爱好和平的；平静的

228 performances 1 [pə'fɔː mənsɪz] 性能

229 pl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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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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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32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33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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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235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36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23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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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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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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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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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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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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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246 redefine 1 [,ri:di'fain] vt.重新定义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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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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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51 risen 1 ['rizən] adj.升起的 v.升高；站起来；反抗（rise的过去分词）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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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robotics 1 [rəu'bɔtiks] n.机器人学（robotic的复数）

254 robots 1 ['rəʊbɒts] 机器人

255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56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57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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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60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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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62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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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5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6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67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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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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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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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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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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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76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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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79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80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8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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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oyota 1 ['təujəutə] n.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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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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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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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0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291 Vegas 1 [veigəs] n.维加斯

292 vehicles 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93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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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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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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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98 week 1 [wi:k] n.周，星期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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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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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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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ireless 1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303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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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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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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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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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0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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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