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Device Puts Music in
Your Head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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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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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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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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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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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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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p 2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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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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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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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yana 1 n.(Ayana)人名；(英)艾安娜；(埃塞)阿亚纳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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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8 beam 2 [bi:m] n.横梁；光线；电波；船宽；[计量]秤杆 vt.发送；以梁支撑；用…照射；流露 vi.照射；堆满笑容 n.(Beam)人名；
(阿拉伯)贝亚姆；(英)比姆

19 beaming 2 ['bi:miŋ] adj.喜气洋洋的；愉快的；光亮的；耀眼的 v.照耀（beam的ing形式）

20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21 bees 1 ['biː z] 蜜蜂

22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3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24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25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26 broadcast 1 ['brɔ:dkɑ:st, -kæst] vt.播送，播放；（无线电或电视）广播；播撒（种子） vi.广播，播送；播放 n.广播；播音；广播
节目 adj.广播的

27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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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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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30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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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32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33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34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35 Christophe 1 n.克里斯多夫（男子名）

36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37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38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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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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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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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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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mputer 4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43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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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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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47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48 debut 2 ['deibju:] n.初次登台；开张 vi.初次登台 n.(Debut)人名；(法)德比

49 debuted 1 英 ['deɪbju ]ː 美 [deɪ'bju ]ː n. 首次露面；初次登场 v. 初次登场；首次推出

50 demo 2 ['deməu] n.演示；样本唱片；示威；民主党员 n.(Demo)人名；(意、阿尔巴)德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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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53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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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56 desk 1 [desk] n.办公桌；服务台；编辑部；（美）讲道台；乐谱架 adj.书桌的；桌上用的；伏案做的

57 desktop 2 ['desktɔp] n.桌面；台式机

58 device 10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59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60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61 Dixon 2 ['diksən] n.狄克逊（姓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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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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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ar 1 [iə] n.耳朵；穗；听觉；倾听 vi.（美俚）听见；抽穗 n.(Ear)人名；(柬)伊

65 ears 3 abbr. 电声额定系统(=Electro-Acoustic Rating System)； n. 耳朵（名词ear的复数形式）；【报刊】报头小栏，报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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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68 enclosure 1 [in'kləuʒə] n.附件；围墙；围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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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njoys 1 [ɪn'dʒɔɪ] v. 享受；喜欢

71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2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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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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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76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77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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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iction 2 ['fikʃən] n.小说；虚构，编造；谎言

80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81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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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83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84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85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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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riday 1 ['fraidi] n.星期五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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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ront 2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89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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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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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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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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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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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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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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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adphones 3 ['hedfəunz] n.[电讯]耳机；听筒；[电子]头戴式受话器（headphone的复数形式）

100 hear 6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01 heard 1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102 hearing 2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03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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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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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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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maginary 1 [i'mædʒinəri] adj.虚构的，假想的；想像的；虚数的

108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109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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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1 in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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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13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4 Israeli 1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115 i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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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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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8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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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ake 1 [leik] n.湖；深红色颜料；胭脂红 vt.（使）血球溶解 vi.（使）血球溶解 n.(Lake)人名；(德、塞、瑞典)拉克；(英)莱克

120 laun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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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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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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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isten 2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124 listener 4 ['lisənə] n.听众 倾听者

125 listening 2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26 loud 1 [laud] adj.大声的，高声的；不断的；喧吵的 adv.大声地，高声地，响亮地 n.(Loud)人名；(英)劳德

127 louise 2 [lu:'i:z] n.路易丝（女子名）

128 manager 1 ['mænidʒə] n.经理；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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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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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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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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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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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movie 3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136 music 4 ['mju:zik] n.音乐，乐曲

137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38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39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0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41 no 1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42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3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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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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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47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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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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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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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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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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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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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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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157 people 6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58 personal 2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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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pl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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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162 pocket 1 ['pɔkit] n.口袋；钱；容器 vt.隐藏；忍受；将…放入衣袋 vi.形成袋或囊 adj.小型的，袖珍的；金钱上的

163 pockets 1 英 ['pɒkɪt] 美 ['pɑːkɪt] n. 口袋；袋子；球袋；钱；小块地方；在...掌握之中；保障金 adj. 小型的；孤立的；局部的 v.
装…在口袋里；私吞；击(球)落袋

164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165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166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67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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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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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roduct 2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170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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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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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173 quiet 1 adj.安静的；安定的；不动的；温顺的 n.安静；和平 vt.使平息；安慰 vi.平静下来

174 radio 2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175 Ramstein 1 拉姆施泰因(德国)

176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77 reactions 1 英 [ri'ækʃənz] 美 [rɪ'ækʃənz] n. 反应（reaction的复数）

178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179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80 receiver 1 [ri'si:və] n.接收器；接受者；收信机；收款员，接待者

181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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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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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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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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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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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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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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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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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92 se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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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ends 2 [sendz] n.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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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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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197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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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199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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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02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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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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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ngs 1 ['sɒŋz] n. 歌曲 名词song的复数形式.

205 sound 13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206 sounds 3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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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speak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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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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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211 stereo 2 ['steri,əu, 'stiə-, 'sti:-] n.立体声；立体声系统；铅版；立体照片 adj.立体的；立体声的；立体感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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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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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treaming 1 ['stri:miŋ] n.流；（英）按能力分组 v.流动（stream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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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16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17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218 technology 4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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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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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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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the 3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4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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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2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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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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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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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31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3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33 ultrasonic 2 [,ʌltrə'sɔnik] adj.[声]超声的；超音速的 n.超声波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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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us 1 pron.我们

236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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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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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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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40 version 2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41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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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aking 1 ['weikiŋ] adj.醒着的 v.醒来，唤醒；唤起（记忆）（wak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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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6 wat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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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48 waterway 1 ['wɔ:təwei, 'wɔ-] n.航道；水路；排水沟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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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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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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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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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54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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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idth 1 [widθ, witθ] n.宽度；广度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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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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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with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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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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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260 workspace 1 英 ['wɜːkspeɪs] 美 ['wɜ rːkspeɪs] n. 工作空间

26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62 worn 1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263 wow 1 n.极大的成功；一鸣惊人之举；魔兽世界(WorldofWarcraft)；失真 int.（表示极大的惊奇或钦佩）哇，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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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26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67 you 9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68 your 5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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