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15 [As It Is] Streaming Services and the Environment 词汇词汇
表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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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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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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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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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mount 4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9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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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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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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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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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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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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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mosphere 1 n.气氛；大气；空气

18 audio 1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19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0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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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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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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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cable 1 n.缆绳；电缆；海底电报 vt.打电报 vi.打海底电报

25 cables 2 ['keɪbl] n. 电缆；缆；索；电报 v. 发电报；(通过电缆)交流；(用缆绳)固定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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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arbon 5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28 carry 2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29 centers 2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30 Christian 1 ['kristjən; -tʃən] n.基督徒，信徒 adj.基督教的；信基督教的

31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32 c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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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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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35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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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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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ooled 1 [ku lː] adj. 凉爽的；凉的；冷静的；冷漠的 vt. (使)变凉；(使)冷却；(使)冷静 vi. 变凉；冷静下来 n. 凉爽；冷静；凉快



adv. 冷静地

39 copper 1 n.铜；铜币；警察 adj.铜制的 vt.镀铜 n.(Copper)人名；(英)科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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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42 data 6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3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4 depended 1 [dɪ'pend] vi. 依赖；依靠；取决于

45 depending 1 [dɪ'pendɪŋ] n. 依赖；信任；决定于 动词depend的现在分词形式.

46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4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48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49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50 dioxide 5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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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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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55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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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mission 1 [i'miʃən] n.（光、热等的）发射，散发；喷射；发行 n.(Emission)人名；(英)埃米申

58 emissions 6 [i'mɪʃn] n. 散发；发行；排放

59 energy 3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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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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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nvironment 3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63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64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65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66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67 Federal 1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68 fiber 2 ['faibə] n.纤维；光纤（等于fibre） n.(Fiber)人名；(匈)菲贝尔

69 fibers 1 纤维

70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7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2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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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4 frank 1 [fræŋk] adj.坦白的，直率的；老实的 n.免费邮寄特权 vt.免费邮寄

75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76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77 games 1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78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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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ases 3 ['ɡæsɪz] n. 气体



80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81 German 2 ['dʒə:mən] adj.德国的；德语的，德国人的 n.德语；德国人

82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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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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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glass 2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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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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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rams 3 n. <非正式> 祖母； 外祖母 n. 克（重量单位） 名词gram的复数形式

90 greenhouse 4 ['gri:nhaus] n.温室 造成温室效应的

91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2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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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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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96 hotspots 1 ['hɒtspɒts] n. 热点 名词hotspo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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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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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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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2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03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104 impacting 1 ['ɪmpækt] n. 影响；冲击力；撞击 vt. 挤入；压紧；撞击；对 ... 发生影响 vi. 冲击；撞击；产生影响

105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06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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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08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09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0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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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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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4 jordans 1 n. 乔丹斯

115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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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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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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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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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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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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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122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3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124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25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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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materi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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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29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30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31 mobile 2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132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33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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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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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136 negatively 1 ['negətivli] adv.消极地；否定地

137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ːr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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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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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not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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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2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3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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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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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optic 2 ['ɔptik] adj.光学的；视觉的；眼睛的 n.眼睛；镜片 n.(Optic)人名；(英)奥普蒂克

148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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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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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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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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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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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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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57 plast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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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159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60 presenting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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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produced 2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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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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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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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169 purchases 1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170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171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172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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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175 repor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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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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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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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180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181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182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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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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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ubber 1 n.橡胶；橡皮；合成橡胶；按摩师；避孕套 adj.橡胶制成的 vt.涂橡胶于；用橡胶制造 vi.扭转脖子看；好奇地引颈而
望 n.(Rubber)人名；(西)鲁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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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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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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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chulze 2 n. 舒尔策

190 seemed 1 [siː m] vi. 似乎；好像

191 send 2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92 sending 2 ['sendɪŋ] 发送； 派遣

193 server 1 ['sə:və] n.发球员；服伺者；服勤者；伺候者 n.(Server)人名；(土)塞尔韦尔

194 servers 1 ['sɜ rːvərs] n. 【计】服务器；佣人，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

195 services 5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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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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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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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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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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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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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toll 2 n. 斯托尔

205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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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tream 1 [stri:m] n.溪流；流动；潮流；光线 vi.流；涌进；飘扬 vt.流出；涌出；使飘动

208 streaming 8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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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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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tudy 5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12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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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1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16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17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18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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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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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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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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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hreads 1 [θred] n. 线；思路；螺纹；线索；细丝；帖子 vt. 穿过；穿线于；遍布 vi. 滴下成丝状；小心地通过；蜿蜒前进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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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iming 1 ['taimiŋ] n.定时；调速；时间选择 v.为…安排时间；测定…的时间（time的ing形式）

228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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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230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231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32 twice 1 [twais] adv.两次；两倍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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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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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used 7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36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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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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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videos 2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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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1 watch 2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242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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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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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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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7 wifi 1 [waɪ'faɪ] abbr. 基于IEEE 802.11b标准的无线局域网（=Wireless Fidelity）

248 wireless 1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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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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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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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