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3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elf-Driving Cars Still Require
Human Operator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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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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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vehicles 11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6 human 10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7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drivin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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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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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driverless 6 无人驾驶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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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elf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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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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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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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vehic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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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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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rui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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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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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operator 4 ['ɔpəreitə] n.经营者；操作员；话务员；行家

23 reuters 4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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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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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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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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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sistance 3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29 California 3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30 cars 3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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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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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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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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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humans 3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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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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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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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operating 3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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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ony 3 ['pəuni] n.矮种马；小型马 adj.小型的；每日摘要的 vt.付清 vi.付清

42 remote 3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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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st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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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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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8 allows 2 [ə'laʊz]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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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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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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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utomated 2 英 ['ɔː təʊmeɪtɪd] 美 ['ɔː toʊmeɪtɪd] adj. 自动化的 动词autom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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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utton 2 n.按钮；纽扣 vt.扣住；扣紧；在…上装纽扣 vi.扣住；装有纽扣；扣上纽扣 n.(Button)人名；(英)巴顿

56 call 2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57 case 2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58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9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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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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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velopment 2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62 difficulties 2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63 distance 2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64 dri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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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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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inc 2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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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investors 2 [ɪn'vestəz] 投资者

70 john 2 [dʒɔn] n.厕所

71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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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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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74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75 monitor 2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76 motor 2 ['məutə] n.发动机，马达；汽车 adj.汽车的；机动的 vi.乘汽车 vt.以汽车载运

77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78 operators 2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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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81 Peng 2 n.执业工程师 n.(Peng)人名；(柬)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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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race 2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83 run 2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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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86 seat 2 [si:t] n.座位；所在地；职位 vt.使…坐下；可容纳…的；使就职

87 software 2 ['sɔftwεə, 'sɔ:-] n.软件

88 spokesman 2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89 startup 2 英 ['stɑ tːʌp] 美 ['stɑ tː'ʌp] n. 开动；出发

90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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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tatus 2 n.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92 stop 2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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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9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96 trust 2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97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8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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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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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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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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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5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06 accepting 1 [ək'septiŋ] adj.承兑的；易接受的；赞同的 v.接受；同意；承担（责任等）（accept的ing形式）

107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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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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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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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12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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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15 auto 1 ['ɔ:təu] n.汽车（等于automobile）；自动 vi.乘汽车 n.(Auto)人名；(葡)奥托

116 automaker 1 ['ɔ:təu,meikə] n.汽车制造商

117 automate 1 ['ɔ:təmeit] vt.使自动化，使自动操作 vi.自动化，自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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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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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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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22 blind 1 [blaind] adj.盲目的；瞎的 adv.盲目地；看不见地 n.掩饰，借口；百叶窗 vt.使失明；使失去理智 n.(Blind)人名；(法)布
兰；(德、瑞典)布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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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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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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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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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ar 1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128 CEO 1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129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130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131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32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33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134 continuously 1 [kən'tɪnjuəsli] adv. 不断地；连续地

135 corners 1 英 ['kɔː nə(r)] 美 ['kɔː rnər] n. 角落；转角；困境 v. 将 ... 逼入困境；转弯；垄断 adj. 位于角落的

136 corp 1 英 [kɔː (r)] 美 [kɔː r] n. 军团；兵团；队

137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38 crossing 1 ['krɔ:siŋ] n.十字路口；杂交；横渡；横道 v.横越（cross的现在分词）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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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41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142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143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144 dirty 1 ['də:ti] adj.下流的，卑鄙的；肮脏的；恶劣的；暗淡的 vt.弄脏 vi.变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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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47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148 drivers 1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149 drove 1 n.畜群；牛群、羊群等；移动的人群或大批的东西 (Drove)人名；德罗韦 v.驾驶（drive的过去式）；赶(牲畜)；(牲畜贩
子)买卖(牲畜)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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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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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lliot 1 n. 埃利奥特(男子名)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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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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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57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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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ecutives 1 英 [ɪɡ'zɛkjʊtɪv] 美 [ɪg'zɛkjətɪv] adj. 行政的；决策的；经营的；[计算机]执行指令 n. 行政主管；行政部门；决策者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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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162 factory 1 ['fæktəri] n.工厂；制造厂；代理店

163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64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65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66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67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68 fro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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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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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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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71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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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74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75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76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177 halo 1 ['heiləu] n.光环；荣光 vt.使有晕轮；围以光环 vi.成晕轮

178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79 highlights 1 ['haɪlaɪts] n. 要闻；最亮区 名词highlight的复数形式.

180 hoped 1 英 [həʊpt] 美 [hoʊpt] adj. 希望的；盼望的 动词ho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8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83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84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85 intersection 1 [,intə'sekʃən] n.交叉；十字路口；交集；交叉点

186 intersections 1 [ɪntə'sekʃnz] 交叉口

187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88 investor 1 [in'vestə] n.投资者

189 invol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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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91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92 jin 1 [dʒin] n.（汉语）斤（重量单位）；神灵（等于jinni） n.(Jin)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仁；(英)吉恩

193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94 knows 1 英 [nəʊ] 美 [noʊ] v. 了解；知道；认识 n. 知情

195 Las 1 [læs] abbr.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大气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光敏开关
（LightActivatedSwitch）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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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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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00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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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02 listen 1 ['lisən] vi.听，倾听；听从，听信 n.听，倾听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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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location 1 [ləu'keiʃən] n.位置（形容词locational）；地点；外景拍摄场地

205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206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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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09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10 minders 1 n.看守者，照顾者( mind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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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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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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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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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motors 1 [mɒtərs] n. 马达；电动机；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

215 narrow 1 ['nærəu] adj.狭窄的，有限的；勉强的；精密的；度量小的 n.海峡；狭窄部分，隘路 vt.使变狭窄 vi.变窄

216 Nathan 1 ['neiθən] n.南森（男子名）

217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18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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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221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22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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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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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26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227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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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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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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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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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235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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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38 passenger 1 ['pæsindʒə] n.旅客；乘客；过路人；碍手碍脚的人

239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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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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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hantom 1 ['fæntəm] n.幽灵；幻影；虚位 adj.幽灵的；幻觉的；有名无实的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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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45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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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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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9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250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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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53 ride 1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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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56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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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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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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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ecret 1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260 sends 1 [sendz] n. 随浪上浮 名词send的复数形式.

261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62 shand 1 n. 尚德

26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64 singular 1 ['siŋgjulə] adj.单数的；单一的；非凡的；异常的 n.单数

265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266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67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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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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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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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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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3 startups 1 [s'tɑ rːtʌps] 创业

274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75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76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77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8 supervise 1 ['sju:pəvaiz] vt.监督，管理；指导 vi.监督，管理；指导

279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28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1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82 technical 1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283 teleoperation 1 [telepə'reɪʃn] 遥操作

284 tesla 1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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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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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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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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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oyota 1 ['təujəutə] n.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名）

291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292 us 1 pron.我们

29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4 Vegas 1 [veigəs] n.维加斯

295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96 views 1 [v'juːz] n. 见解 名词view的复数形式.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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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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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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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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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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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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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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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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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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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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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