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sla Plans to Build Human-
like Robot by Next Yea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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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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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5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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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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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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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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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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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3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4 ai 3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5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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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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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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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3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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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5 assist 1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26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27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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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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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utomobiles 1 ['ɔː təməbiː lz] 汽车

30 autopilot 1 ['ɔ:təu'pailət] n.[航]自动驾驶仪（等于automaticpilot）

31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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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4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5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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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oring 2 ['bɔ:riŋ] adj.无聊的；令人厌烦的 n.钻孔 v.钻孔；使厌烦；挖空（bore的ing形式） n.(Boring)人名；(英、瑞典)博林

38 bot 4 [bɔt] n.马蝇幼虫，马蝇 n.(Bot)人名；(俄、荷、罗、匈)博特；(法)博

39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4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41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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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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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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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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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meras 2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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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nceled 1 ['kænsl] v. 取消；作废；注销；抵消；删除 n. 取消；删除

49 carmaker 1 ['kɑ:,meikə] n.汽车制造商

50 Carnegie 1 [ka:'negi] n.卡内基（姓氏）

51 cars 2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5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3 chief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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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55 comment 1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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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pan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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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59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0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1 confident 2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62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63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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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66 crashes 4 [kræʃ] v. 撞击；坠毁；发出巨响；崩溃；破产；<俚>宿夜 n. 轰隆声；猛撞；崩溃；暴跌；垮台；粗布 adj. 速成的

67 crowd 1 [[kraud] n.群众,一伙;一堆,许多,大众 v.拥挤,挤满,挤进 vt.挤满,将...塞进;催促,催逼 vi.挤,拥挤,聚集

68 cruise 1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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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71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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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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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迪尔

74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75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6 delays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77 described 2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9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80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81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2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3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84 d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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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86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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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driver 1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88 drivers 2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89 driving 1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90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91 duties 1 [djː tɪs] n. 税；职责 名词duty的复数形式.

92 economy 3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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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95 electric 2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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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98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99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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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02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03 event 2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04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05 exciting 2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106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07 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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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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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10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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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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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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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oundation 2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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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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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19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20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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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23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24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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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roceries 1 n.杂货；食品；生活用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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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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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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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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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32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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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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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ighway 1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135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36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7 however 2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38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39 humanoid 7 ['hju:mənɔid] adj.像人的 n.类人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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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ype 2 [haip] n.大肆宣传；皮下注射 vt.大肆宣传；使…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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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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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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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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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4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4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0 injuries 1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151 instructions 2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52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53 intend 1 [in'tend] vt.打算；想要；意指 vi.有打算

154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155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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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158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59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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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involving 2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61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2 i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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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4 jobs 2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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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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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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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abor 2 ['leibə] n.劳动；工作；劳工；分娩 vi.劳动；努力；苦干 vt.详细分析；使厌烦 n.(Labor)人名；(德、塞、法)拉博尔；(英)
拉博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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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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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aunches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72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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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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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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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177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78 lot 2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17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80 machi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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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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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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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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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85 manufacturing 2 [,mænju'fæktʃəriŋ] adj.制造的；制造业的 n.制造业；工业 v.制造；生产（manufacture的ing形式）

186 maps 1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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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89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90 Mellon 1 ['melən] n.梅隆（姓氏）

191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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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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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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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musk 8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197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8 navigate 2 vt.驾驶，操纵；使通过；航行于；解决，应对（困难复杂的情况） vi.航行，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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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nex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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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2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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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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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06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207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208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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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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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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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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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214 parked 1 [pɑːkt] adj. 停放的 动词pa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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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16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7 perform 3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18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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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icking 1 ['pikiŋ] n.采摘；掘，撬开；采得物；赃物 v.采摘，挑选，挑惕（pick的ing形式）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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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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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224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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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resentation 3 n.展示；描述，陈述；介绍；赠送

227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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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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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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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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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ump 1 [pʌmp] vt.打气；用抽水机抽… n.泵，抽水机；打气筒 vi.抽水 n.(Pump)人名；(捷)蓬普；(英)庞普

234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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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37 raj 1 [rɑ:dʒ] n.（印）统治；支配；主权 n.(Raj)人名；(匈)劳伊；(印、尼、斐)拉杰；(塞、瑞典)拉伊

238 rajkumar 2 拉杰库马尔

239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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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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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43 repeated 2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44 repetitive 2 [ri'petətiv] adj.重复的

245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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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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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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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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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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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oad 1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52 robot 8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253 robots 1 ['rəʊbɒts] 机器人

254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255 safety 3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56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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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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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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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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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伊；(匈、罗)绍伊

25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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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62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63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64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65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266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267 shot 1 n.发射；炮弹；射手；镜头 adj.用尽的；破旧的；杂色的，闪光的 v.射击（shoo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8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69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70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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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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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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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275 store 2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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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truck 1 adj.受罢工影响的 v.罢工，打击，撞击（stri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truck)人名；(英)斯特拉克；(瑞典)斯特鲁克；
(德)施特鲁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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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p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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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81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2 systems 5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83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284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285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86 tesla 14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287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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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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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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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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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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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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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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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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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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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98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299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300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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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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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us 1 pron.我们

304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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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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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7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308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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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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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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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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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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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

316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17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318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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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wi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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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22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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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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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6 would 5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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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9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30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31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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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