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3 [As It Is] Offices Redesign_ Touchless Coffee and Social
Distanc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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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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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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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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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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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coffee 8 ['kɔfi] n.咖啡；咖啡豆；咖啡色 n.(Coffee)人名；(英)科菲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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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offices 7 办公室

11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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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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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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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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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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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7 workers 6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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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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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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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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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anteen 4 [kæn'ti:n] n.食堂，小卖部；水壶

24 code 4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25 coronavirus 4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6 food 4 [fu:d] n.食物；养料

27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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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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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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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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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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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usiness 3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4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5 distancing 3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36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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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rinks 3 [drɪŋks] n. 饮料 名词drink的复数形式.

38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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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lockdown 3 ['lɔkdaun] n.一级防范禁闭（期）

41 machines 3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42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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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44 special 3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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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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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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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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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pp 2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50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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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2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53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4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55 coffeemaker 2 ['kɔfi,meikə] n.（美）咖啡壶；煮咖啡器

56 concerns 2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57 crisis 2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58 discourage 2 [dis'kʌridʒ] vt.阻止；使气馁

59 doors 2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60 employers 2 [ɪmp'lɔɪəz] 用人单位

61 goal 2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62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3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64 john 2 [dʒɔn] n.厕所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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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lavazza 2 拉瓦扎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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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69 nestle 2 ['nesl] vi.舒适地坐定；偎依；半隐半现地处于 vt.抱；安置

70 office 2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71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72 released 2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3 replaced 2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4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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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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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returning 2 v.归还，[计]返回，回复（return的ing形式） n.回归

77 room 2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78 rooms 2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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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sa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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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same 2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82 screen 2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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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84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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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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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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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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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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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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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to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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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ouchless 2 ['tʌtʃləs] 无触觉的

93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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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users 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96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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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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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workplaces 2 工作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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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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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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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licia 1 [ə'liʃiə] n.艾丽西娅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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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106 architecture 1 n.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架构

107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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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10 balu 1 巴卢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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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3 beans 1 ['biː nz] n. 豆；豆形果实 名词be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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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egun 1 [bi'gʌn] v.开始（begin的过去分词） n.(Begun)人名；(俄)别贡；(英)贝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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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18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19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0 bunn 1 n.(Bunn)人名；(英)邦恩

121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22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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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appuccinos 1 英 [ˌkæpu'tʃiː nəʊ] 美 [ˌkæpu'tʃiː noʊ] n. 热牛奶咖啡；卡布其诺

124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125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26 chairs 1 英 [tʃeə(r)] 美 [tʃer] n. 椅子；(会议的)主席 vt. 主持；当 ... 的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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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8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29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30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131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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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34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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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ooks 1 [kʊk] n. 厨师；炊事员 v. 烹调；烧煮；捏造；纂改(账目)

137 corporation 1 n.公司；法人（团体）；社团；市政当局

138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39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40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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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43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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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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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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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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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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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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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55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56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57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58 fedex 1 ['fedeks] n.联邦快递（等于theFederalExpress）

159 fill 1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60 finger 1 ['fiŋgə] n.手指；指针，指状物 vt.伸出；用手指拨弄 vi.用指触摸；拨弄 n.(Finger)人名；(英、德、捷)芬格；(俄)芬格尔

161 fits 1 [fɪt] adj. 适宜的；合适的；健康的 v. 适合；安装 n. 发作；适宜

162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163 frame 1 [freim] n.框架；结构；[电影]画面 vt.设计；建造；陷害；使…适合 vi.有成功希望 adj.有木架的；有构架的 n.(Frame)人
名；(英)弗雷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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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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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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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68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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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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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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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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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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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identifies 1 [aɪ'dentɪfaɪ] vt. 鉴定；识别，辨认出，认出；认明；把…看成一样 vi. 认同；感同身受

175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76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77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78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179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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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82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18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84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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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lattes 1 拉特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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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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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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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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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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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196 manufacturers 1 [mænjʊ'fæktʃərəz] n. 生产商；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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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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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201 meals 1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202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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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205 Mohawk 1 n.莫霍克语；莫霍克族 n.莫西干头（发型）

206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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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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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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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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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Numbers 1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213 nutritional 1 [nju:'triʃənəl] adj.营养的；滋养的

214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15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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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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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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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8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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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ackaged 1 ['pækidʒd] adj.包装过的 v.包装；把…装袋（pack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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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24 payment 1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225 pepper 1 ['pepə] n.胡椒；辣椒；胡椒粉 vt.加胡椒粉于；使布满 n.(Pepper)人名；(英、德、意)佩珀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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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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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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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1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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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34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35 qr 1 abbr.四分之一；一刻钟；季度

236 redesign 1 [,ri:di'zain] vt.重新设计 n.重新设计；新设计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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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efrigerators 1 [rɪf'rɪdʒəreɪtəz] n. 冰箱 名词refrigerator的复数形式.

239 remained 1 [rɪ'meɪn] v. 剩余；逗留；留下；依然；保持 n. 剩余物；遗迹；残骸

240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1 replacing 1 [rɪ'pleɪsɪn] adj. 更换的；替代的 动词repla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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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44 restricted 1 [ri'striktid] adj.受限制的；保密的 v.限制（restri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rethink 1 [ri:'θiŋk, 'ri:θiŋk] vt.重新考虑；再想 vi.重新考虑；再想 n.重新考虑；反思；新想法

246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24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8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49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50 screens 1 [skriː 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251 seat 1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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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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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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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7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58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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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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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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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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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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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tations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265 staying 1 英 ['steɪɪŋ] 美 ['steɪŋ] n. 拉线(撑；刚性结合)；停留 动词stay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266 stool 1 [stu:l] n.凳子；粪便；厕所 vi.长新枝；分檗 vt.引诱，诱捕

267 stools 1 [stu lː] n. 凳子；搁脚凳；便桶；大便 vi. 引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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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tu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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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71 supplying 1 [sə'plaɪ] n. 供应；补给；贮备 vt. 供应；提供；补充

272 symbols 1 ['simbəls] n.符号；象征；标志；符号表（symbol的复数）

273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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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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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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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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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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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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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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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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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28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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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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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1 pron.我们

28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9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290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91 vecchione 1 韦基奥内

292 verizon 1 威瑞森（美国第一家提供320万像素照相手机配套销售的无线营运商）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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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95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296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297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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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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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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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ood 1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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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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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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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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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0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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