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3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Technologies Created in
2020 to Fight COVID-19 词频表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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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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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covid 1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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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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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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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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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people 8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0 technology 8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1 identify 7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2 device 6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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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learning 6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7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 devices 5 [dɪ'vaɪsɪz] n. 设备
19 disease 5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20 mask 5 [mɑ:sk, mæsk] n.面具；口罩；掩饰 vi.掩饰；戴面具；化装 vt.掩饰；戴面具；使模糊
21 pers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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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igns 5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3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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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ontact 4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26 created 4 [kri'ː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27 machi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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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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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0 several 4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31 system 4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2 uses 4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3 valves 4 [vælv] n. 瓣膜；真空管；阀门；电子管
3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5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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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pp 3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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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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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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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40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41 coronavirus 3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39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developed 3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43 face 3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44 infected 3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45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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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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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7 oxygen 3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48 patients 3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49 recor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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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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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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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researchers 3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53 similar 3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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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形式）

tracing 3 ['treisiŋ] n.追踪；追查；描摹；摹图；显迹 v.追踪（trace的ing形式）
56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57 voice 3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5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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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61 apps 2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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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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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luetooth 2 ['bluːtuːθ] n. 蓝牙技术
6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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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lls 2 ['kɔː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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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的）食品罐头

connect 2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70 cough 2 [kɔ:f] n.咳嗽，咳嗽声；咳嗽病 vt.咳出 vi.咳嗽 n.(Cough)人名；(英)考夫
71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72 early 2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3 equipment 2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74 faced 2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75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76 hackathon 2 n. 编程马拉松；黑客马拉松
77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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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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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8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81 institute 2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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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Italian 2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8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5 Japanese 2 [,dʒæpə'ni:z] adj.日本（人）的；日语的 n.日本人；日语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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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7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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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89 mobile 2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90 nations 2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91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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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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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93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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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95 printer 2 ['printə] n.[计]打印机；印刷工；印花工
96 reality 2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97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98 severe 2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99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100 smart 2 [smɑː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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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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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稍微

spread 2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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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success 2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105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06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ːl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10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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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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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ranslate 2 vt.翻译；转化；解释；转变为；调动 vi.翻译
111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12 user 2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113 users 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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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6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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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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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wearable 2 ['wεərəbl] adj.可穿用的，可佩带的；耐用的 n.衣服
119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20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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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22 wor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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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24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125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6 affecting 1 [ə'fektiŋ] adj.动人的；感人的 v.影响（affect的ing形式）；感动
127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8 agrees 1 [ə'ɡriː] v. 同意；赞成；承认；符合；一致
129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30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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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32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131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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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ap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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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137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38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139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14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41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142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43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44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145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46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47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48 Carnegie 1 [ka:'negi] n.卡内基（姓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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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ar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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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152 caused 1 [kɔː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53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54 chest 1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155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56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157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58 completing 1 [kəm'pliːt] adj. 完整的；完成的；彻底的 vt. 完成；使完美；使圆满；填（表格等）
159 contacts 1 英 ['kɒntækts] 美 ['kɑntækts] n. 联系人；触体 名词contact的复数形式.
160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1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62 cooperated 1 英 [kəʊ'ɒpəreɪt] 美 [koʊ'ɑːpəreɪt] vi. 合作；协力；配合
163 copies 1 ['kɒpɪz] n. [计算机] 复制份数 名词copy的复数形式.
164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165 coughs 1 英 [kɒf] 美 [kɔːf] v. 咳嗽；咳 n. 咳嗽
166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67 coverings 1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16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6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70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71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133

西)迪尔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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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75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176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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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178 donut 1 ['dəunət] n.炸面圈；环状线圈（等于doughnut）
179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80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181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82 effectiveness 1 [ə'fektivnis] n.效力
183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4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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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87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88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89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91 exercising 1 ['eksəsaɪzɪŋ] v. 锻炼，训练，练习（exercise的现在分词）
192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93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94 explore 1 [ik'splɔ:] vt.探索；探测；探险 vi.探索；探测；探险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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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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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特；(捷)菲尔斯特
197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flow 1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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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20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202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203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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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206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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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普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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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名；(英)海伊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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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me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211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12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213 ibm 1 abbr.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214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215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16 improves 1 [ɪm'pruːv] vt. 改善；改进；提高 vi. 变得更好；改进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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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219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220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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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 1 [in'fɔ:m] vt.通知；告诉；报告 vi.告发；告密
222 invention 1 [in'venʃən] n.发明；发明物；虚构；发明才能
223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24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225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26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27 languages 1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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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水；汽艇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23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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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3 liquids 1 ['lɪkwɪdz] 液体
234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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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louder 1 ['laʊdər] adj. 更大声的
237 manufacture 1 [,mænju'fæktʃə] n.制造；产品；制造业 vt.制造；加工；捏造 vi.制造
23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239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240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241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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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43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44 mechanical 1 [mi'kænikəl] adj.机械的；力学的；呆板的；无意识的；手工操作的
245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46 Mellon 1 ['melən] n.梅隆（姓氏）
247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48 microphone 1 ['maikrəfəun] n.扩音器，麦克风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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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mit 1 [mit] abbr.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制造完整性试验（ManufacturingIntegrityTest）；主指令
229

带，主程序带，主控带（MasterInstructionTape） n.(Mit)人名；(柬)米；(泰)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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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more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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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54 noises 1 ['nɔɪzɪz] n. 噪音 名词noise的复数形式.
255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56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57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258 organizers 1 ['ɔːɡənaɪzəz] n. 组织者（organizer的复数）
25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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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西、土)奥韦尔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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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63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64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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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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67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268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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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plast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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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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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73 printed 1 adj.印刷的；印花样的；已印好的 v.[印刷]印刷；出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铭记
274 printing 1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275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76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265

的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78 produc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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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277

程式

project 1 [英 [prəˈ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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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83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84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285 recordings 1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28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87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88 robotics 1 [rəu'bɔtiks] n.机器人学（robotic的复数）
289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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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拉伯)赛义德
290

sap

1 [sæp] n.[植]树液；精力，元气；活力；坑道 vt.使衰竭，使伤元气；挖掘以破坏基础 vi.挖坑道 n.(Sap)人名；(柬)萨；(越)
插

saving 1 ['seiviŋ] n.节约；挽救；存款 adj.节约的；挽救的；补偿的；保留的 prep.考虑到；除...之外 n.(Saving)人名；(瑞典)萨温
292 scripps 1 [skrips] 斯克利普斯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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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enses 1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295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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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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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299 sh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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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肖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301 signature 1 ['signətʃə] n.署名；签名；信号
302 signatures 1 ['sɪgnətʃə] n. 签名；署名 名词signature的复数形式.
303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304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305 solutions 1 [sə'luːʃnz] n. 解答
306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07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308 started 1 [s'tɑːt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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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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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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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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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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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successfully 1 [sək'sesfəli] adv.成功地；顺利地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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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16 teams 1 [tiː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317 telephone 1 ['telifəun] n.（美）电话；电话机；电话耳机 vi.打电话 vt.打电话给…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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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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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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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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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24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2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26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27 throat 1 [θrəut] n.喉咙；嗓子，嗓音；窄路 vt.开沟于；用喉音说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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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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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331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33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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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us 1 pron.我们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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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valve 1 [vælv] n.阀；[解剖]瓣膜；真空管；活门 vt.装阀于；以活门调节 n.(Valve)人名；(俄、芬)瓦尔韦
337 Virginia 1 [və(:)'dʒinjə] n.弗吉尼亚（女子名）；弗吉尼亚州 adj.弗吉尼亚州的
338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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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41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ːl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342 vowel 1 ['vauəl] n.元音；母音 adj.元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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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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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46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47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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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韦尔

west 1 [west] n.西；西方；西部 adj.西方的；朝西的 adv.在西方；向西方；自西方 n.(West)人名；(英、德、芬、瑞典)韦斯特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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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51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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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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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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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55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56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5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58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9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354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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