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0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lifornia to End New Sales of
Gasoline Vehicles by 2035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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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3 account 2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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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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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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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0 adopt 2 [ə'dɔpt] vt.采取；接受；收养；正式通过 vi.采取；过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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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3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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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6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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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mount 3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9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23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4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25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6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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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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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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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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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1 avoided 1 [ə'vɔɪdɪd] adj. 避免了 动词avoi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2 backed 1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33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34 bang 2 [bæŋ] n.刘海；重击；突然巨响 adv.直接地；砰然地；突然巨响地 vt.重击；发巨响 n.(Bang)人名；(英、乍)班；(芬、德、
丹)邦

35 batteries 1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36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8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39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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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oard 2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4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2 buck 2 [bʌk] n.（美）钱，元；雄鹿；纨绔子弟；年轻的印第安人或黑人 n.(Buck)人名；(英、西)巴克；(法)比克；(德、瑞典、
匈)布克

43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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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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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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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lifornia 14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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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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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pacity 2 [kə'pæsəti] n.能力；容量；资格，地位；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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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rb 3 [kɑ:b] n.汽化器 n.(Carb)人名；(英)卡布

52 cars 5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53 chairwoman 1 ['tʃεə,wumən] n.女主席；女议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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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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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57 charger 1 ['tʃɑ:dʒə] n.充电器；军马；袭击者；委托者；控诉者

58 chargers 2 n. 电光队（球队名）

59 charging 3 英 [tʃɑːdʒɪŋ] 美 ['tʃɑːdʒɪŋ] n. 充电；装料；炉料 动词charge的现在分词形式.

60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61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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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mmission 2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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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66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7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8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9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70 Daniel 1 ['dænjəl] n.丹尼尔（男子名）

71 Davis 1 ['deivis] n.戴维斯（男子名）

72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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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aytime 1 ['deitaim] n.日间，白天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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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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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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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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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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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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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3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4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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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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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mission 2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88 emissions 4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89 enact 1 vt.颁布；制定法律；扮演；发生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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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nergy 7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92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93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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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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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nvironmental 2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96 epa 1 abbr. 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97 estimated 2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8 evening 2 ['i:vniŋ] n.晚上；傍晚；（联欢性的）晚会；后期 adj.在晚上的；为晚上的；晚上用的 int.晚上好（等于goodevening）

99 evenings 1 ['i:vniŋz] adv.在（任何）晚上；每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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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2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03 fifteen 1 ['fifti:n] n.十五；十五个；十五人组成的橄榄球队 adj.十五的 num.十五

104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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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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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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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asoline 2 ['gæsəli:n] n.汽油

110 gavin 1 [gævin] n.加文（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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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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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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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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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grid 1 [grid] n.网格；格子，栅格；输电网

116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17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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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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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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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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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23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24 historic 1 [his'tɔrik] adj.有历史意义的；历史上著名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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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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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27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8 hybrid 1 ['haibrid] n.杂种，混血儿；混合物 adj.混合的；杂种的

129 hybrids 1 杂交种

130 hydrogen 1 ['haidrədʒən] n.[化学]氢

131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32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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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ncome 2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34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35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36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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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jump 1 [dʒʌmp] n.跳跃；暴涨；惊跳 vt.跳跃；使跳跃；跳过；突升 vi.跳跃；暴涨；猛增 n.(Jump)人名；(英)江普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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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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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3 least 3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44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5 liane 1 [li'a:n] n.藤本植物；蔓生植物（等于liana） n.(Liane)人名；(法)利亚纳

146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47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8 magic 1 ['mædʒik] n.巫术；魔法；戏法 adj.不可思议的；有魔力的；魔术的 n.(Magic)人名；(英)马吉克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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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51 mill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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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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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54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5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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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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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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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59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60 nee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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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new 10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2 newsom 1 n. 纽瑟姆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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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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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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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7 officially 1 [ə'fiʃəli] adv.正式地；官方地；作为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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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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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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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71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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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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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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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vernight 2 [,əuvə'nait, 'əuvənait] adv.通宵；突然；昨晚 adj.晚上的；通宵的；前夜的 n.头天晚上；一夜的逗留 vt.连夜快递 vi.过一
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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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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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179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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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hr 1 ['piː 'etʃ'ɑ rː] n. 照相侦察

182 policy 9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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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ower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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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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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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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90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191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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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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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ram 1 [ræm] abbr.随机存取存储器（randomaccessmemory的缩写）；随机访问内存（random-accessmemory的缩写） n.公羊；撞
锤；撞击装置；有撞角的军舰；（水压机的）[机]活塞 v.撞击；填塞；强迫通过或接受 n.(Ram)人名；(英、印、尼、不丹、
瑞典)拉姆

195 Randolph 2 ['rændɔlf] n.伦道夫（男子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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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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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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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ductions 1 n.减少( reduction的名词复数 ); 降低; [数学]约简; [摄影术]减薄

200 regulation 1 [,regju'leiʃən] 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201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02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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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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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05 requirements 2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06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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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return 2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0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0 rul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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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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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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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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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214 sal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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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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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17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18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219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20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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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he 2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223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24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25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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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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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perling 2 ['spɜ lːɪŋ] 小鲱鱼, 美洲胡瓜鱼

229 stanford 1 ['stænfəd] n.斯坦福（姓氏，男子名）；斯坦福大学（美国一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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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tat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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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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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tick 1 vt.刺，戳；伸出；粘贴 vi.坚持；伸出；粘住 n.棍；手杖；呆头呆脑的人 n.(Stick)人名；(芬)斯蒂克

234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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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36 struggles 1 ['strʌɡl] vi. 努力；奋斗；斗争；挣扎 n. 斗争；竞争；奋斗

237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38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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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ummer 1 ['sʌmə] n.夏季；全盛时期 vi.避暑；过夏天 adj.夏季的 n.(Summer)人名；(德)祖默；(英)萨默

241 s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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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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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UVs 1 n.Suva, Fiji 斐济( SUV的名词复数 ); Suva, Fiji Islands (Nandi Airport) 斐济; Sons of Union Veterans 老老之子; Saybolt
universal visscosity 赛氏通用粘度

24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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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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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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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0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51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52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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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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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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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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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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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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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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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ricks 1 [trɪks] n. 戏法 名词trick的复数形式.

261 tru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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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63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64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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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6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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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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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vehicles 4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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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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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voted 1 英 [vəʊt] 美 [voʊt] n. 选举权；投票；选举；投票结果 v. 表决；选举；投票

273 wand 2 [wɔnd] n.魔杖；棒；权杖；嫩枝；识别笔（等于wandreader） vt.用扫描笔在…上扫描条形码 n.(Wand)人名；(英、德)万
德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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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276 waved 1 [weivd] adj.波浪形的；起伏的 v.挥动（wave的过去式）；成波浪形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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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eek 1 [wi:k] n.周，星期

279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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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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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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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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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k 1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84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8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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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9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0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91 zero 1 ['ziərəu, 'zi:rəu] n.零点，零度 num.零 n.(Zero)人名；(意)泽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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