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mand for Electric Car
Batteries Drives Nations to Seek Own Material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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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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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lithium 17 ['liθiəm] n.锂（符号Li）

6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 is 1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batteries 11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10 deman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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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 materials 8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3 ev 7 ['iː v] abbr. 电子伏特 (=electron volt).

14 other 7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 china 6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6 mining 6 ['mainiŋ] n.矿业；采矿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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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ompanies 5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9 expected 5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20 mill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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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nickel 5 ['nikəl] n.镍；镍币；五分镍币 vt.镀镍于 n.(Nickel)人名；(德、英)尼克尔

22 produce 5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3 supply 5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4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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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hinese 4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27 cobalt 4 [kəu'bɔ:lt] n.[化学]钴；钴类颜料；由钴制的深蓝色

28 collect 4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29 electric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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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v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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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geothermal 4 [,dʒi:əu'θə:məl] adj.[地物]地热的；[地物]地温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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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nations 4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34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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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operations 4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36 repor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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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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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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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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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gency 3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41 announced 3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2 area 3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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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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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lifornia 3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5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46 currently 3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47 include 3 [in'klu:d] vt.包含，包括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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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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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aj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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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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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mine 3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53 mo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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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necessary 3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55 news 3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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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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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prices 3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59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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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old 3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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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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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65 worldwide 3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66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67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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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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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71 anti 2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72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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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4 Australia 2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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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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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biden 2 n. 拜登(姓氏)

78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79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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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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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chain 2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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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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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85 dependent 2 [di'pendənt] adj.依靠的；从属的；取决于…的 n.依赖他人者；受赡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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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pic 2 ['epik] adj.史诗的，叙事诗的 n.史诗；叙事诗；史诗般的作品

88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9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90 Germany 2 ['dʒə:məni] n.德国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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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increa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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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donesia 2 ['indəu'ni:zjə,-ʒə] n.印尼，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岛国）

94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9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96 mark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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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metal 2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98 methods 2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99 metric 2 ['metrik] adj.公制的；米制的；公尺的 n.度量标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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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Nevada 2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102 operation 2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03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04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05 pow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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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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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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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projects 2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109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10 seek 2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111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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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sources 2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114 southwest 2 [,sauθ'west] n.西南方 adj.西南的 adv.往西南；来自西南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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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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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18 tons 2 [tʌnz] ad. [口]极其；非常

119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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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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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23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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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FP 1 n.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e)；【医】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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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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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29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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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32 Argentina 1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133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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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ustralian 1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136 automakers 1 n.汽车制造商（automaker的复数）

137 availability 1 [ə,veilə'biləti] n.可用性；有效性；实用性

138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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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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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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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44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145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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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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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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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arbonate 1 ['kɑ:bəneit] vt.使充满二氧化碳；使变成碳酸盐 n.碳酸盐

152 Carolina 1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153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154 Chile 1 ['tʃili] n.智利（南美洲国家）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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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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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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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ongo 1 ['kɔŋgəu] n.刚果（位于非洲中部）

159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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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62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63 cornish 1 ['kɔ:niʃ] adj.康沃尔人的；康沃尔郡的 n.考尼什鸡；康沃尔人说的凯尔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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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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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democratic 1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167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168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69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70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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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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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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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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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77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178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79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80 England 1 n.英格兰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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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83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84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85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86 expanding 1 英 [ɪks'pændɪŋ] 美 [ɪk'spændɪŋ] adj. 扩展的；扩充的 动词expand的现在分词形式.

187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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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ebruary 1 ['februəri] n.二月

190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91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192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93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94 gavin 1 [gævin] n.加文（男子名）

195 geothermally 1 英 [ˌdʒiː əʊ'θɜːml] 美 [ˌdʒiː oʊ'θɜ rːml] adj. 地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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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98 governor 1 ['gʌvənə] n.主管人员；统治者，管理者；[自]调节器；地方长官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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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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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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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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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highs 1 ['haɪz] n. 高频分量(高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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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206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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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209 Indonesian 1 [,indəu'ni:zjən] n.印尼人；印尼语群；印度尼西亚语 adj.印尼的

210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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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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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215 ion 1 ['aiən] n.[化学]离子 n.(Ion)人名；(罗、摩尔)扬；(丹)约恩

216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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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18 jeremy 1 ['dʒerimi] n.杰里米（男子名）

219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220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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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22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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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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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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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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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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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30 Maine 1 [mein] n.缅因州（美国州名）

231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232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233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234 manganese 1 ['mæŋgə,ni:s, ,mæŋgə'ni:z] n.[化学]锰

235 manufacture 1 [,mænju'fæktʃə] n.制造；产品；制造业 vt.制造；加工；捏造 vi.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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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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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etallic 1 [mi'tælik, me-] adj.金属的，含金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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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ineral 1 ['minərəl] n.矿物；（英）矿泉水；无机物；苏打水（常用复数表示） adj.矿物的；矿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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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44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45 newsom 1 n. 纽瑟姆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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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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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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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250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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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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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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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256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25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8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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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261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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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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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Philippines 1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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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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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68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6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70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71 pro 1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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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producer 1 [prəu'dju:sə] n.制作人，制片人；生产者；发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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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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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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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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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82 reached 1 到达

283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84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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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republic 1 [ri'pʌblik] n.共和国；共和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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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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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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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91 Salton 1 索尔顿（英国地名）

292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93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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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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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97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98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99 sharply 1 ['ʃa:pli] adv.急剧地；锐利地

300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01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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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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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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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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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07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308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09 supplier 1 [sə'plaiə] n.供应厂商，供应国；供应者

310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311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12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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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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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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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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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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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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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22 tomorrow 1 [tə'mɔrəu, -'mɔ:-] n.明天；未来 adv.明天；未来地（等于to-morrow）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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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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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us 1 pron.我们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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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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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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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Vulcan 1 ['vʌlkən] n.伏尔甘（火和锻冶的神）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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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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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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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35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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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8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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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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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rathall 1 n. 拉索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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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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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