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lon Musk Demonstrates
Technology Linking Computer to Brain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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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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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uracy 2 ['ækjurəsi] n.[数]精确度，准确性

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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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7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 ai 1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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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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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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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5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6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7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8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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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1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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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4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25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6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7 billionaire 1 [,biljə'nεə] n.亿万富翁

28 bod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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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rain 9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30 brains 1 n.智力；脑髓（brain的复数）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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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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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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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armaker 1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36 chip 2 vt.削，凿；削成碎片 vi.剥落；碎裂 n.[电子]芯片；筹码；碎片；(食物的)小片;薄片

37 circuits 1 ['sɜːkɪts] n. 电路 名词circui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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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ompan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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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41 computers 2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42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43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44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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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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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48 cord 1 [kɔ:d] n.绳索；束缚 vt.用绳子捆绑 n.(Cord)人名；(法)科尔；(英)科德

49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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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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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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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deliver 1 [di'livə] vt.交付；发表；递送；释放；给予（打击）；给…接生 vi.实现；传送；履行；投递 n.投球

55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56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57 demonstration 3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58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60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61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62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63 device 5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4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6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6 directly 2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67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8 disorders 1 英 [dɪs'ɔːdə(r)] 美 [dɪs'ɔːrdər] n. 混乱；杂乱；不适；失调；疾病 vt. 扰乱

69 doctor 1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70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71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72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73 during 3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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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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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lectr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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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lectrodes 1 [e'lektrəʊdz] 电极

78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79 electronics 1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80 elon 2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81 engineers 1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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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pilepsy 1 ['epilepsi] n.[内科]癫痫，癫痫症



84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85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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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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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9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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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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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95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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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98 future 3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99 gertrude 2 ['gə:tru:d] n.婴儿内衣（无袖，两肩常用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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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02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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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h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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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appy 1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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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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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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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ead 3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09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110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11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12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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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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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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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116 hopes 2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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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19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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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mplant 5 [im'plɑ:nt, -'plænt, 'implɑ:nt, -plænt] vt.种植；灌输；嵌入 n.[医]植入物；植入管 vi.被移植

122 implanted 2 英 ['ɪmplɑːnt] 美 ['ɪmplænt] v. 深植；灌输；嵌入；移植 n. 移植物；植入物

123 implants 1 英 ['ɪmplɑːnt] 美 ['ɪmplænt] v. 深植；灌输；嵌入；移植 n. 移植物；植入物

124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25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26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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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distinguishable 2 [,indis'tiŋgwiʃəbl] adj.不能区别的，不能辨别的；不易察觉的

128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29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130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31 in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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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33 intelligent 1 [in'telidʒent] adj.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

134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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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vite 1 [in'vait, 'invait] vt.邀请，招待；招致 n.邀请

136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37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8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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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0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41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42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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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45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46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147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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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eg 1 [leg] n.腿；支柱

150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51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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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53 linking 2 [lɪŋkɪŋ] n. 连接；结合 动词link的现在分词形式.

154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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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6 macdougall 1 n. 麦克杜格尔

157 machi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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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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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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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161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62 Matthew 1 ['mæθju:] n.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马太（耶稣12门徒之一）；马修（姓氏，男子名）

163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64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65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66 memories 2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167 millimeters 1 n. 毫米（millimeter的复数形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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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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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171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72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73 movement 3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74 musk 15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175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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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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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erve 1 [nə:v] n.神经；勇气；[植]叶脉 vt.鼓起勇气

179 neural 1 ['njuərəl] adj.神经的；神经系统的；背的；神经中枢的 n.(Neural)人名；(捷)诺伊拉尔

180 neuroscientist 1 [,njuərəu'saiəntist] n.神经系统科学家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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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83 nose 1 [nəuz] n.鼻子；嗅觉；突出的部分；探问 vt.嗅；用鼻子触 vi.小心探索着前进；探问

184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5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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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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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8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89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190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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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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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93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94 operations 2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95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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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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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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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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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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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aralysis 1 [pə'rælisis] n.麻痹；无力；停顿

202 paralyzed 1 ['pærəlaizd] adj.瘫痪的；麻痹的 v.使麻痹；使无力；使失去勇气（paralyze的过去分词）

203 parkinson 1 ['pa:kinsən] n.帕金森（姓氏）；帕金森（全名詹姆士•帕金森，英国医生，帕金森症即以他的姓氏命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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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6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07 performs 1 英 [pə'fɔːm] 美 [pər'fɔː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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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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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ig 4 n.猪；猪肉 vi.生小猪；像猪一样过活 n.警察（俚语，带有攻击性）

211 pigs 2 n.猪（pig的复数）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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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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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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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resentation 1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217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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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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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20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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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gain 2 [ri'gein, ri:-] vt.恢复；重新获得；收回 vi.上涨 n.收复；取回

223 regained 1 [rɪ'ɡeɪn] v. 恢复；重回；复得

224 replay 1 [,ri:'plei, 'ri:plei] vt.重放；重演；重新比赛 n.重赛；重播；重演

225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26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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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2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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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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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3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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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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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37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238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239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40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41 signals 2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242 skills 1 技能

243 skull 1 [skʌl] n.头盖骨，脑壳

244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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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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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47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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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ometime 1 ['sʌmtaim] adv.改天；来日；在某一时候 adj.以前的；某一时间的

249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50 spinal 2 ['spainəl] adj.脊髓的；脊柱的；针的；脊骨的；尖刺的 n.脊椎麻醉

251 startup 1 英 ['stɑːtʌp] 美 ['stɑːt'ʌp] n. 开动；出发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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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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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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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58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9 supercomputer 1 [,sju:pəkəm'pju:tə] n.[计]巨型计算机，超级计算机

260 surgeon 2 ['sə:dʒən] n.外科医生 n.(Surgeon)人名；(法)叙尔容

261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2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63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64 technology 7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65 te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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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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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68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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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ests 2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71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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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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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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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7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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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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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79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80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81 to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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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reat 2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83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28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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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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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ploading 1 英 [ˌʌp'ləʊd] 美 [ˌʌp'loʊd] v. 上传；上载 n. 上传

288 urged 1 ['ɜːdʒd] v. 催促；怂恿 动词ur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9 us 1 pron.我们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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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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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3 victims 1 ['vɪktɪmz] n. 受害者 名词victim的复数形式.

294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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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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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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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00 warned 1 英 [wɔːn] 美 [wɔː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0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2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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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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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6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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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ires 1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309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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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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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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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