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pple Announces First 5G
Smartphone, iPhon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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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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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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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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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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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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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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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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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zon 2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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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2 ['ændrɔid] n.机器人

16 announced 3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 announces 1 [ə'naʊns] vt. 宣布；宣告；预示；播报 vi. 作播音员；宣布竞选

18 anytime 1 ['enitaim] adv.任何时候；无例外地

19 appearing 1 [ə'piəriŋ] n.[印刷]版面高度 v.出现，显得（appear的ing形式）

20 apple 17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21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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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3 arrive 1 vi.到达；成功；达成；出生 n.(Arrive)人名；(法)阿里夫

24 a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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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ia 1 ['eiʃə] n.亚洲

26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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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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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30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1 awaited 1 [ə'weɪt] v. 等候；期待；将降临于

32 band 2 n.带，环；[物]波段；(演奏流行音乐的)乐队 vi.用带绑扎；给...镶边 n.n.乐队；队；一群

33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34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5 bases 1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36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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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40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41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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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enefit 1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43 benefits 1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44 bi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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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ob 1 [bɔb] n.短发；摆动；浮子；轻敲；悬挂的饰品 vt.剪短；敲击；使上下快速摆动 vi.上下跳动；振动 n.(Bob)人名；(英)鲍勃
(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

46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7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9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50 built 2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51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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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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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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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mera 2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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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58 carrier 1 ['kæriə] n.[化学]载体；运送者；带菌者；货架 n.(Carrier)人名；(英)卡里尔；(法)卡里耶

59 carriers 1 ['kæriəz] 载体

60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61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62 centimeters 1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63 china 3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64 clarified 1 ['klærəfaɪ] vt. 澄清；阐明；净化

65 clarify 1 ['klærifai] vt.澄清；阐明 vi.得到澄清；变得明晰；得到净化

66 CM 3 abbr. =(centimeter)厘米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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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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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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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mpeting 2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72 competitors 1 [kəm'petɪtəz] 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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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nduct 1 ['kɔndʌkt, kən'dʌkt] vi.导电；带领 vt.管理；引导；表现 n.进行；行为；实施

75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76 connecting 1 [kə'nektiŋ] n.连接；管接头，套管 adj.[计]连接的 v.连接（connect的ing形式）

77 c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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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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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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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82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83 depth 2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84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85 device 3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86 devices 8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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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8 dimensional 2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89 disappointment 2 [disə'pɔintmənt] n.失望；沮丧

90 display 5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91 distances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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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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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onnell 2 n. 唐奈

95 downloading 1 ['daʊnləʊdɪŋ] n. 卸下；[计]下载 动词download的现在分词形式.

96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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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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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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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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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02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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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105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106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07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08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09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10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11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12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13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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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ns 1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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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astest 2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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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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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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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our 2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23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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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26 gaming 1 ['geimiŋ] n.赌博；赌胜负

127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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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google 2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29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30 hans 1 ['hæns] n.汉斯（男子名）；德国人或荷兰人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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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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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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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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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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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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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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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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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40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41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42 huawei 1 华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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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5 improvements 2 [ɪmp'ruːvmənts] 改进

146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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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48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49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1 Internet 3 ['intənet] n.因特网

152 iphone 15 ['aɪfon] n.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
国际的知名度

153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4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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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ts 8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6 Korea 2 [kə'riə] n.韩国；朝鲜

157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8 lasers 1 London and South Eastern Regional Library System 伦敦与东南地区图书系统

159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60 laun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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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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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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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165 lidar 3 ['laidɑ:] n.激光雷达；激光定位器

166 l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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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ighter 1 n.打火机；驳船；点火者 vt.驳运 n.(Lighter)人名；(罗)利格特尔 adj.（light的比较级）较轻的；较淡的

168 lightest 1 [laɪ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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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点燃；
变亮；照亮 adv. 清楚地；轻便地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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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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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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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72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73 lo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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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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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oyal 1 ['lɔiəl] adj.忠诚的，忠心的；忠贞的 n.效忠的臣民；忠实信徒 n.(Loyal)人名；(英、德、西、匈、法)洛亚尔

17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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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ajor 3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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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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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82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183 mark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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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x 5 n.]完全；彻底；最大限度；最大量；最大数

185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6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87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188 millimeter 1 ['mili,mi:tə] n.[计量]毫米

189 mini 4 ['mini] n.迷你型；微型汽车；超短裙 adj.微型的；袖珍的 abbr.微型汽车（minicar）；微型计算机（minicomputer） n.(Mini)
人名；(意、土、法)米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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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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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odels 2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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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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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96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97 much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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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etwork 2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99 networks 3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200 new 8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2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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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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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notably 1 ['nəutəbli] adv.显著地；尤其

206 November 3 [nəu'vembə] n.十一月

20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08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9 off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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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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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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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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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onl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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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214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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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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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21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1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0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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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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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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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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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26 phones 1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227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228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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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re 2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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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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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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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priced 1 [praist] adj.[物价]附有定价的 v.给…定价（price的过去分词）

236 pro 10 [prəu] adv.赞成地 n.赞成者；赞成的意见 prep.赞成 n.(Pro)人名；(意)普罗

237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238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39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40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241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42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43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44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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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47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48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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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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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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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2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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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a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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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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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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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55 samsung 1 n. 三星(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韩国；主要经营贸易)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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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8 scan 2 [skæn] vt.扫描；浏览；细看；详细调查；标出格律 vi.扫描；扫掠 n.扫描；浏览；审视；细看

259 scanning 1 ['skæniŋ] n.扫描；[计]搜索，观测；扫掠 adj.扫描的；观测的；搜索的；扫掠的 v.扫描（scan的现在分词）；浏览

260 scre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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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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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63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64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65 sells 2 [sel] v. 出售；卖

266 sensor 1 ['sensə, -sɔ:] n.传感器

267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268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69 shipping 1 ['ʃipiŋ] n.[船]船舶，船舶吨数；海运；运送 v.运送，乘船（ship的ing形式） n.(Shipping)人名；(英)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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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hrinking 1 [ʃrɪŋkɪŋ] adj. 畏缩的；犹豫不决的；收缩的 v. 萎缩，收缩（动词shrink的现在分词形式）

272 signals 1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273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74 siri 1 n. 西丽

275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76 size 2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77 slowdown 1 ['sləudaun] n.减速；怠工；降低速度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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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80 smallest 1 ['smɔː lɪst] adj. 最小的

281 smart 3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282 smartphone 1 英 ['smɑ tːfəʊn] 美 ['smɑ rːtfoʊn] n.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智能手机

283 smartphones 3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284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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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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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87 south 2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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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peaker 3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290 speed 3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91 speeds 2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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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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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t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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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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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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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99 sup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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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1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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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elecom 1 ['telikɔm] n.电信，远距通信；电讯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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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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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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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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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311 thinner 1 adj.较薄的；较瘦的；较细的（thin的比较级） n.（油漆的）稀释剂；冲淡剂；使变稀薄者，加稀料的制漆工

312 thinnest 1 ['θɪnɪst] adj. 薄的；瘦的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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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15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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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17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18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19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20 Tuesday 1 ['tju:zdi; -dei] n.星期二

321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22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3 uncommon 1 [,ʌn'kɔmən] adj.不寻常的；罕有的 adv.非常地

324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25 unhappy 1 [,ʌn'hæpi] adj.不快乐的；不幸福的；不适当的

326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27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28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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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us 1 pron.我们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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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332 users 6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33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34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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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version 3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37 versions 3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338 vestberg 1 韦斯特贝里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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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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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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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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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5 wave 1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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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348 well 2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349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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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whi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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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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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idth 1 [widθ, witθ] n.宽度；广度

354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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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irel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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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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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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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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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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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6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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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