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2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irms Race to Develop Less
Costly Batteries for Electric Vehicles 词频表词频表

1 batteries 22 ['bætərɪz] n. 电池 名词battery 的复数形式.

2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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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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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1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5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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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lithium 11 ['liθiəm] n.锂（符号Li）

8 sulfur 10 ['sʌlfə] vt.用硫磺处理 n.硫磺；硫磺色

9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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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on 8 ['aiən] n.[化学]离子 n.(Ion)人名；(罗、摩尔)扬；(丹)约恩

12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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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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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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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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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odium 7 ['səudiəm] n.[化学]钠（11号元素，符号Na）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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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dj 5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1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2 electri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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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nergy 5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24 two 5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6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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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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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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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0 ehm 4 埃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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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les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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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materials 4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34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5 pow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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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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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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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hie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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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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obalt 3 [kəu'bɔ:lt] n.[化学]钴；钴类颜料；由钴制的深蓝色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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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stly 3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42 develop 3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43 ev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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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firms 3 英 [fɜːm] 美 [fɜ rːm] n. 公司；商行 adj. 坚定的；结实的；坚固的；严格的 v. (使)变得坚实；确定 adv. 稳固地；坚定地

45 Germany 3 ['dʒə:məni] n.德国

4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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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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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nickel 3 ['nikəl] n.镍；镍币；五分镍币 vt.镀镍于 n.(Nickel)人名；(德、英)尼克尔

50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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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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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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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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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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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8 advantage 2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59 amte 2 Army Mountain Top Experiment 陆军山顶实验

60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61 automakers 2 n.汽车制造商（automaker的复数）

62 begin 2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63 benefit 2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64 brain 2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65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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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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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heap 2 [tʃi:p] adj.便宜的；小气的；不值钱的 adv.便宜地

68 chemistries 2 ['kemɪstri] n. 化学

69 Chen 2 n. 陈（中国朝代；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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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72 corrosive 2 [kə'rəusiv] adj.腐蚀的；侵蚀性的 n.腐蚀物

73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4 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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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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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77 electrode 2 [i'lektrəud] n.[电]电极；电焊条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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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v 2 ['iː v] abbr. 电子伏特 (=electron volt).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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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ast 2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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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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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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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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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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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ho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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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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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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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lower 2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91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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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93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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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Norway 2 ['nɔ:wei] n.挪威（北欧国家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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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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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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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99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00 silly 2 adj.愚蠢的；不明事理的；没头脑的 n.傻瓜 n.(Silly)人名；(匈)希伊；(法)西利

101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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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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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ake 2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05 thirds 2 [θɜːdz] n. 三号 名词third的复数形式.

106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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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08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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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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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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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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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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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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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c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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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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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18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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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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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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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my 1 ['eimi] n.艾米（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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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Asian 1 ['eiʃən]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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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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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30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31 berlin 1 [bə:'lin] n.柏林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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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34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135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36 brundish 1 [地名] [英国] 布兰迪什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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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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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atl 1 [计] CATaLogue,目录，一览表

140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41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142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43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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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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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47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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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50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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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nsity 1 ['densəti] n.密度

153 depends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154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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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57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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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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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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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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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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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lement 1 ['elimənt] n.元素；要素；原理；成分；自然环境 n.(Element)人名；(德)埃勒门特；(英)埃利门特

165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166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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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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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169 expensive 1 [ik'spensiv] adj.昂贵的；花钱的

170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171 flows 1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172 foolish 1 ['fu:liʃ] adj.愚蠢的；傻的

173 ford 1 n.浅滩；Ford：福特汽车公司 vi.涉水而过 vt.涉过；徒涉

174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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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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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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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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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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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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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3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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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judgement 1 ['dʒʌdʒmənt] n.意见；判断力；[法]审判；评价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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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88 kevin 1 ['kevin] n.凯文（男子名）

189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190 kills 1 [kɪl] v. 杀死；终止；消灭；使痛苦；消磨；使精疲力竭 n. 杀；猎获物

191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92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93 laun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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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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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lienert 1 利纳特

197 lifetime 1 ['laiftaim] n.一生；寿命；终生；使用期 adj.一生的；终身的

198 lightning 1 adj.闪电的；快速的 n.闪电 vi.闪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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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Linda 1 ['lində] n.琳达（女子名）

201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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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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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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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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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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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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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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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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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morrow 1 ['mɔrəu, 'mɔ:-] n.次日；（重大事件后）紧接着的时期；晨间 n.(Morrow)人名；(英)莫罗

212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13 mu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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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nick 1 [nik] vt.刻痕于；挑毛病；用刻痕记 n.刻痕；缺口 vi.刻痕；狙击

215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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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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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coming 1 英 [ˌəʊvə'kʌm] 美 [ˌoʊvər'kʌm] vt. 战胜；克服；使受不了；(感情等)压倒 vi. 获胜；赢

220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21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222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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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2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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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r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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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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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29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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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acing 1 ['reisiŋ] n.赛马；竞赛 vi.赛马（race的ing形式）；竞赛 adj.比赛的

232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33 readily 1 ['redili] adv.容易地；乐意地；无困难地

234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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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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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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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39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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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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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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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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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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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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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olid 1 ['sɔlid] adj.固体的；可靠的；立体的；结实的；一致的 n.固体；立方体 n.(Solid)人名；(瑞典)索利德

248 solution 1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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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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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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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53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254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5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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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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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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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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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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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62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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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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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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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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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ruck 1 [trʌk] n.卡车；交易；手推车 vi.驾驶卡车；以物易物 vt.交易；以卡车运输 adj.（美）运货汽车的 n.(Truck)人名；(德)特
鲁克

268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269 ulrich 1 n. 乌尔里克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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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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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unwise 1 [,ʌn'waiz] adj.不明智的；愚蠢的；轻率的

273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74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27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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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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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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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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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heelers 1 n.车夫; 车匠（wheeler的复数形式）

281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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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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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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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zhang 1 n. 张(中国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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