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2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ic Vehicle Sales Increase
Even with High Battery Pric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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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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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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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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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v 9 ['iː v] abbr. 电子伏特 (=electron volt).

9 costs 8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0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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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os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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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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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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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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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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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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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dema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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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dow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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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v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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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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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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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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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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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upply 4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7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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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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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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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vehic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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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2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4 bubble 3 ['bʌbl] n.气泡，泡沫，泡状物；透明圆形罩，圆形顶 vi.沸腾，冒泡；发出气泡声 vt.使冒泡；滔滔不绝地说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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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perts 3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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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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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hi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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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higher 3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40 hour 3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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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kilowatt 3 ['kiləuwɔt] n.[电]千瓦（功率单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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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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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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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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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per 3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48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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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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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situation 3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51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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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54 almost 2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55 alternative 2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56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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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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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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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atteries 2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60 burns 2 [bə:nz] n.络腮胡子 v.[外科]烧伤（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

61 buy 2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62 Buyers 2 n. 买主，买方，买家，采购员（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拜尔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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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65 choose 2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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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r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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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ecut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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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faster 2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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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fossil 2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72 fuel 2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73 gasoline 2 ['gæsəli:n] n.汽油

74 going 2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75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6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77 ion 2 ['aiən] n.[化学]离子 n.(Ion)人名；(罗、摩尔)扬；(丹)约恩

78 john 2 [dʒɔn] n.厕所

79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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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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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lithium 2 ['liθiəm] n.锂（符号Li）

81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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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84 mini 2 ['mini] n.迷你型；微型汽车；超短裙 adj.微型的；袖珍的 abbr.微型汽车（minicar）；微型计算机（minicomputer） n.(Mini)
人名；(意、土、法)米尼

85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86 notwithstanding 2 [,nɔtwiθ'stændiŋ, -wið-] adv.尽管，仍然 prep.尽管，虽然 conj.虽然

87 passed 2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88 price 2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89 quarter 2 ['kwɔ:tə] n.四分之一；地区；季度；一刻钟；两角五分；节 vi.住宿；驻扎 vt.将…四等分；供某人住宿 num.四分之一

90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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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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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hortage 2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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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peculation 2 [,spekju'leiʃən] n.投机；推测；思索；投机买卖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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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98 surplus 2 ['sə:plʌs, -pləs] n.剩余；[贸易]顺差；盈余；过剩 adj.剩余的；过剩的

99 thing 2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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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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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04 younger 2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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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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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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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ndy 1 ['ændi] n.安迪（男子名，等于Andrew）

110 Argonne 1 [ɑ:'gɔn] n.阿尔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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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ssumption 1 [ə'sʌmpʃən] n.假定；设想；担任；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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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waiting 1 [ə'weɪt] v. 等候；期待；将降临于

115 balance 1 ['bæləns] n.平衡；余额；匀称 vt.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vi.保持平衡；相称；抵销 n.(Balance)人名；(西)巴兰塞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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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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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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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21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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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booming 1 ['bu:miŋ] adj.兴旺的，繁荣的；大受欢迎的 v.兴旺（boom的ing形式）；发出隆隆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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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burn 1 [bə:n] vt.燃烧；烧毁，灼伤；激起…的愤怒 vi.燃烧；烧毁；发热 n.灼伤，烧伤；烙印 n.(Burn)人名；(英)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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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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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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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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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arey 1 ['kεəri; 'kæri] n.凯里（等于Cary）

130 carmaker 1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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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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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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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35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36 cheaper 1 ['tʃiː pər] adj. 比较便宜的

137 chem 1 [kem] abbr.化学（chemistry） n.(Chem)人名；(柬)姜(用于名字第一节)，真

138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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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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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43 collaborative 1 [kə'læbərətiv] adj.合作的，协作的

144 com 1 abbr.组件对象模型（ComponentObjectModel）；计算机输出缩微胶片（Computer-OutputMicrofilm）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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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mmensurate 1 [kə'menʃərit] adj.相称的；同量的；同样大小的

147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148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49 considerations 1 [kənsɪdə'reɪʃnz] 对价

150 consumer 1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151 consumers 1 [kən'sjuːməs] n. 顾客 名词consumer的复数形式.

152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5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54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55 diesel 1 [['di:zəl] n.柴油机；柴油；（俚）健康的身体 adj.内燃机传动的；供内燃机用的 n.(Diesel)人名；(德)狄塞耳

156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57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158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159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60 economics 1 [,i:kə'nɔmiks] n.经济学；国家的经济状况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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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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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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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166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67 equal 1 ['i:kwəl] adj.平等的；相等的；胜任的 vt.等于；比得上 n.对手；匹敌；同辈；相等的事物

16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6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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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71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72 fuels 1 [fjʊəlz] n. 燃料 名词fuel的复数形式.

173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74 g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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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gm 1 [,dʒi:'em] abbr.（美）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总经理（GeneralManager）；导弹（GuidedMiss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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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Greater 1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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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alifax 1 ['hælifæks] 哈里法克斯（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英国；主要经营银行） n.哈利法克斯港或哈利法克斯市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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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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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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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invaded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185 inventor 1 [in'ventə] n.发明家；[专利]发明人；创造者

186 investments 1 [ɪn'vestmənts] 投资

187 investor 1 [in'vestə] n.投资者

188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189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190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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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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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laureate 1 ['lɔ:riət] adj.戴桂冠的；荣誉的 n.桂冠诗人；得奖者 vt.使戴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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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9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97 lg 1 abbr. (飞机)起落架(=Landing Gear) abbr. 水平规； 水准仪(=Level Gauge) abbr. 近卫骑兵团(=Life Guards)<英>

198 lienert 1 利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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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iking 1 ['laikiŋ] n.嗜好，爱好

201 lining 1 ['lainiŋ] n.衬里；内层；衬套

202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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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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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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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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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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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211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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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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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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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ick 1 [nik] vt.刻痕于；挑毛病；用刻痕记 n.刻痕；缺口 vi.刻痕；狙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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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217 Nobel 1 [nəu'bel] n.诺贝尔（瑞典化学家及发明家，发明炸药，创设诺贝奖）；诺贝尔（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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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0 obtaining 1 [əb'teɪn] vt. 获得；得到 vi. 流行；通用；存在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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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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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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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almer 1 ['pɑ:mə] n.朝圣者；变戏法的人；毛虫（尤指北美的小舌麦蛾幼虫） n.(Palmer)人名；(英、德、挪)帕尔默；(法)帕尔梅

227 patil 1 帕蒂尔

228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229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30 power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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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abhakar 1 n. 普拉巴卡尔

232 preference 1 ['prefərəns] n.偏爱，倾向；优先权

233 preferences 1 ['prefərənsɪs] n. 参数选择；首选 preference的复数形式.

234 prep 1 [prep] n.预备；预习；准备功课 vi.上预备学校；作好准备 vt.使准备好；使（病人）准备接受手术 abbr.准备
（preparation）；预备的（preparatory）；前置词（preposition） n.(Prep)人名；(俄)普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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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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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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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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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43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44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45 Russian 1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246 saic 1 [saɪk] 爱琴海双桅纵帆船

247 sanctions 1 ['sæŋkʃnz] n. 制裁 名词sanction的复数形式.

248 saying 1 ['seiiŋ] n.话；谚语；言论 v.说（say的ing形式）

24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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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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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253 shoppers 1 n.购物者（shopper复数）

254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55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6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25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8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59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60 Slovak 1 ['sləuvæk; sləu'væk; -'vɑ:k] n.斯洛伐克语；斯洛伐克人 adj.斯洛伐克语的；斯洛伐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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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262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63 spite 1 [spait] n.不顾；恶意；怨恨 vt.刁难；使恼怒

264 srinivasan 1 斯里尼瓦桑

265 stan 1 [stæn] n.斯坦（男子名） n.铁杆粉丝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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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68 stayed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69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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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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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uppliers 1 n. 供应商；供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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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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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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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79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0 Ukraine 1 [ju:'krein; -'krain] n.乌克兰（原苏联一加盟共和国，现已独立）

281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82 venkat 1 文卡特

283 volumes 1 ['vɒljuːmz] 体积

28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5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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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hittingham 1 n. 惠廷厄姆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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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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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uling 1 武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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