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at Is the 'Metaverse' Tech
Companies Aim to Build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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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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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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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advises 1 [əd'vaɪz] vt. 劝告；通知；忠告；建议 vi. 提建议

8 AFP 1 n. 法新社 (=Agence France Presse)；【医】甲胎蛋白（= alpha fetoprot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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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im 3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1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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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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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2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 app 1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18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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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pps 1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21 ar 4 [a:] abbr.应收款（AccountReceivable）；验收条件（AcceptanceRequirement）；陆军条例（ArmyRegulation） n.(Ar)人名；
(土)阿尔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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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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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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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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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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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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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ach 1 [ə'tætʃ] vt.使依附；贴上；系上；使依恋 vi.附加；附属；伴随

29 augmented 3 [ɔ:g'mentid] adj.增广的；增音的；扩张的

30 azure 1 ['æʒə] adj.蔚蓝的 n.天蓝色；碧空

31 backed 1 [bækt] adj.有背的；有财力支持的 v.支持；使后退（bac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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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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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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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38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9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40 bridge 1 [bridʒ] n.桥；桥牌；桥接器；船桥 vt.架桥；渡过 n.(Bridge)人名；(英)布里奇

4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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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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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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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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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mera 1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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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apture 1 vt.俘获；夺得；捕捉，拍摄,录制 n.捕获；战利品，俘虏

50 cathy 1 ['kæθi:] n.凯茜（女子名）

51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2 chapter 2 ['tʃæptə] n.章，回；（俱乐部、协会等的）分会；人生或历史上的重要时期 vt.把…分成章节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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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55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法)
克卢；(英)克劳德

56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57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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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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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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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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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mputing 1 [kəm'pju:tiŋ] n.计算；处理；从事电脑工作 v.计算（compute的现在分词形式）

64 concert 3 [kən'sə:t, 'kɔnsə:t] n.音乐会；一致；和谐 vt.使协调；协同安排 vi.协调；协力 adj.音乐会用的；在音乐会上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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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7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68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9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70 dance 1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71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2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73 describe 3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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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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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evelop 2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77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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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80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1 digital 4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82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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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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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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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86 drink 1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87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88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89 economic 1 [,i:kə'nɔmik] adj.经济的，经济上的；经济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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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92 enables 1 [ɪ'neɪbl] vt. 使能够；使可能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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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nhanced 1 [in'hɑ:nst, -'hænst] adj.加强的；增大的 v.提高；加强（enhance的过去分词）

95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96 environment 2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97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98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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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101 experiences 3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02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03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04 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105 faceboo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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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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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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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iction 1 ['fikʃən] n.小说；虚构，编造；谎言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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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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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2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13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14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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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17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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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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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ga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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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aming 1 ['geimiŋ] n.赌博；赌胜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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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generation 2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124 glasses 2 ['glɑːsɪz] n. 眼镜；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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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oals 1 ['ɡəʊlz] n. 目标 名词goal的复数形式.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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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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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ing)人名；(英)戈因

128 google 3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29 hackl 2 n. 哈克尔

130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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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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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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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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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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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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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eadsets 3 n.戴在头上的耳机或听筒( headset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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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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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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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42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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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ow 4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45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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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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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mage 2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148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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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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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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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dividuals 2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54 information 4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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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57 interact 3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158 interacting 1 [ɪntə'ræktɪŋ] n. 相互影响 动词interact的现在分词形式.

159 interactions 1 [ɪntə'rækʃnz] 相互作用

160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61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162 invented 1 [ɪn'ventɪd] v. 发明；创造，捏造（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已发明的

163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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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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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67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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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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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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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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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73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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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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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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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lens 1 n.透镜，镜头；眼睛中的水晶体；晶状体；隐形眼镜；汽车的灯玻璃 vt.给……摄影

178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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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81 lil 1 [lil] abbr.国际月球实验室（LunarInternationalLaboratory） n.(Lil)人名；(德)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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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84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5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86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187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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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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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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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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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94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195 massive 1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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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98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199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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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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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Meta 1 pref.表示“变化”“变换”之义 n.(Meta)人名；(德、俄、罗、塞、葡、意、英)梅塔(女子教名Margaret的昵称)

203 metaverse 16 [metæ'vɜːs] n. 虚拟空间

204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205 migh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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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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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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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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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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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ountaintop 1 ['mauntintɔp] n.山顶

211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2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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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214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215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216 nas 1 abbr.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AcademyofSciences）；美国国家飞机标准（NationalAircraftStandards） n.(Nas)人名；(土)纳
斯

217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218 neal 1 [ni:l] n.尼尔（人名）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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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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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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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nightclub 2 ['naitklʌb] n.夜总会 vi.去夜总会

223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224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5 object 2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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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8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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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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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31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32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233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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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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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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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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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40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1 performance 2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42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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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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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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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hysic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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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la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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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50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51 pl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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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layers 1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253 pollution 1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254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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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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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redictions 1 [prɪ'dɪkʃnz] 预言

257 prefix 1 [,pri:'fiks, 'pri:fiks] n.前缀 vt.加前缀；将某事物加在前面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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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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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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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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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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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式

263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64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65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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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rapper 1 ['ræpə] n.敲门者；叩击物

268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69 re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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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realistic 1 [,riə'listik, ,ri:-] adj.现实的；现实主义的；逼真的；实在论的

271 reality 7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72 recognition 1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273 relates 1 [rɪ'leɪt] v. 叙述；使有联系；有关联；涉及；符合；发生共鸣

274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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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7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8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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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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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81 seats 1 ['siː 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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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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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86 service 2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87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88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289 shand 1 n. 尚德

290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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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92 singing 1 ['siŋiŋ] n.歌唱；歌声；耳鸣；振鸣 adj.唱歌的；音乐般的 v.唱歌（sing的ing形式）

293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94 sm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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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now 1 [snəu] n.雪，积雪；下雪 vi.降雪 vt.使纷纷落下；使变白 n.(Snow)人名；(英)斯诺

296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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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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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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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son 1 [sʌn] n.儿子；孩子（对年轻人的称呼）；男性后裔 n.(Son)人名；(土、老、柬)松；(法、罗)索恩；(日)存(名)；(日)孙
(姓)；(越)山

300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301 soun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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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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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304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305 sports 3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306 stadium 3 ['steidiəm] n.体育场；露天大型运动场

307 stephenson 1 ['sti:vnsn] n.斯蒂芬森（姓氏）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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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1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11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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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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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echnologies 4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316 technology 8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17 term 2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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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0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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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22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23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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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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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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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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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29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3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31 tools 2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32 traff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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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ransported 1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334 universe 1 ['ju:nivə:s] n.宇宙；世界；领域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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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us 2 pron.我们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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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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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users 3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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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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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43 vacation 1 [və'keiʃən] n.假期；（房屋）搬出 vi.休假，度假

344 verse 1 [və:s] n.诗，诗篇；韵文；诗节 vi.作诗 vt.使熟练，使精通 n.(Verse)人名；(德)费尔泽

345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46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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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virtual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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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virtually 1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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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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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VR 4 abbr.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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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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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6 wealth 1 [welθ] n.财富；大量；富有

357 w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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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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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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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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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63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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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65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66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67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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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9 wore 1 [wɔ:] v.穿（衣服等）；戴（首饰等）；装着（wear的过去式）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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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72 world 8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73 worlds 1 n.世界( world的名词复数 ); 人世; 世间; 尘世

374 would 8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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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37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7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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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81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82 younger 1 ['jʌŋə, 'jʌŋgə] n.年纪较小者；幼辈 adj.较年轻的 n.(Younger)人名；(英)扬格

383 Zuckerberg 2 扎克伯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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