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ectronic Skin' Developed to
Recreate Sense of Touch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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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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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skin 8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7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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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device 6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9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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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ouch 6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11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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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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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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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ee 5 [ti:] n.球座；字母T；T形物 adj.T字形的 vt.搁在球座上 vi.放球于球座上

16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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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8 electronic 4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9 feel 4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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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prosthetic 4 [prɔs'θetik] adj.假体的；非朊基的

22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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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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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rtificial 3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6 developed 3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27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8 hand 3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29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0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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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recreate 3 ['rekrieit, -kri:-] vi.娱乐；消遣 vt.再创造；使得到娱乐/消遣

32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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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sense 3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34 soft 3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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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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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8 texture 3 ['tekstʃə] n.质地；纹理；结构；本质，实质

3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0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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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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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3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4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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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raille 2 [breil] vt.用盲字印 n.布莱叶（法国盲人教育家）；盲人用点字法

4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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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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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haracter 2 ['kærəktə] n.性格，品质；特性；角色；[计]字符 vt.印，刻；使具有特征 n.(Character)人名；(英)克拉克特

50 detect 2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51 developers 2 [dɪ'veləpəz] 开发商

52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53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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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form 2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55 identify 2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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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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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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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60 movie 2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61 numb 2 [nʌm] vt.使麻木；使发愣；使失去感觉 adj.麻木的；发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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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64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65 Singapore 2 [,siŋgə'pɔ:] n.新加坡

66 squishy 2 ['skwiʃi] adj.粘糊糊的；湿软的

67 textures 2 英 ['tekstʃə(r)] 美 ['tekstʃər] n. 质地；手感；口感；组织；结构；纹理；特点 vt. 给予结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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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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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7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72 aces 1 abbr.自动检测和估算系统（AutomaticCheckoutandEvalu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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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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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76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77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78 asynchronous 1 [ei'siŋkrənəs] adj.[电]异步的；不同时的；不同期的



79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80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8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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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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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benjamin 1 ['bendʒəmin] n.本杰明（男子名）；受宠爱的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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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blind 1 [blaind] adj.盲目的；瞎的 adv.盲目地；看不见地 n.掩饰，借口；百叶窗 vt.使失明；使失去理智 n.(Blind)人名；(法)布兰；
(德、瑞典)布林德

87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88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89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90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91 case 1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92 centimeter 1 ['senti,mi:tə] n.[计量]厘米；[计量]公分

93 characters 1 英 ['kærɪktəz] 美 ['kærɪktɚz] n. 人物；角色；特性；字符 名词character的复数形式.

94 coded 1 英 ['kəʊdɪd] 美 ['koʊdɪd] adj. 编码的；制成密码的；间接表达的 动词co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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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97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98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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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01 demonstration 1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102 develop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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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104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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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dots 1 ['dɒts] n. 点 dot的复数形式.

107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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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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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ssentially 1 [i'senʃəli] adv.本质上；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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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periments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113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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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16 feels 1 [fiː l] v. 感觉；觉得；触摸；摸起来；认为；摸索 n. 感觉；触觉

117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18 film 1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119 fingertips 1 ['fɪŋɡətɪps] 指尖

120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21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22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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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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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25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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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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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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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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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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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32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33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5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36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37 invention 1 [in'venʃən] n.发明；发明物；虚构；发明才能

138 inventions 1 n. 发明（invention的复数）；创意曲

139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40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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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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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45 loses 1 [luːz] vt. 丢失；失败；削减；丧生；看不到；亏损；迷失 vi. 失败；经受损失；走慢

146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47 luke 1 [lu:k] n.卢克（男子名）；路加（基督教早期信徒之一）；路加福音

148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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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51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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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154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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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57 nervous 1 ['nə:vəs] adj.神经的；紧张不安的；强健有力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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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60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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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163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164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6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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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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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artly 1 ['pɑ:tli] adv.部分地；在一定程度上

170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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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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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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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ressed 1 [prest] adj. （金钱、时间等）紧迫的；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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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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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179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180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181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182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183 recreating 1 [ˌriː kri'eɪt] v. 再创造；使得到休养；得到消遣；休息娱乐

184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185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6 replaces 1 [rɪ'pleɪs] vt. 取代；替换；放回原处；偿还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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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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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epresented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190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91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92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193 robotic 1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194 roughness 1 ['rʌfnis] n.粗糙（度）；粗暴；猛烈；篷乱毛发；未加工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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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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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sensation 1 [sen'seiʃən] n.感觉；轰动；感动

198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199 shocks 1 [ʃɒks] n. 柴禾堆；避震系统 名词shock的复数形式.

200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0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0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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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kywalker 1 n. 天行者（星球大战中的人物名）

205 slide 1 n.滑动；幻灯片；滑梯；雪崩 vi.滑动；滑落；不知不觉陷入 vt.滑动；使滑动；悄悄地迅速放置

206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07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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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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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quare 1 [skwεə] adj.平方的；正方形的；直角的；正直的 vt.使成方形；与…一致 vi.一致；成方形 n.平方；广场；正方形 adv.成
直角地

210 star 1 [stɑ:] n.星，恒星；明星；星形物 vt.用星号标于；由…主演，由…担任主角 vi.担任主角 adj.明星的，主角的；星形的 n.
(Star)人名；(瑞典)斯塔尔；(德)施塔尔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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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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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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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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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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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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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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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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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22 torn 1 [tɔ:n] v.扯裂，撕开（tear的过去分词） n.(Torn)人名；(英、俄、捷)托恩

223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4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225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26 upsets 1 ['ʌpsets] 压折

227 us 1 pron.我们

228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29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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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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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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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warmth 1 [wɔ:mθ] n.温暖；热情；激动

234 wars 1 英 [wɔː(r)] 美 [wɔːr] n. 战争；斗争 v. 作战；斗争

23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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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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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earable 1 ['wεərəbl] adj.可穿用的，可佩带的；耐用的 n.衣服

23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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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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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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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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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245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