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Armed Robot for Israel's
Military Raises Concern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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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 an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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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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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military 9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8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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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rael 8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11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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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so 7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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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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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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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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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0 autonomous 5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21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2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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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developed 5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24 gaza 5 ['geizə] n.加沙（地中海岸港市）

25 Israeli 5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26 robot 5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27 ability 4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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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designed 4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30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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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iai 4 ['ɪeɪaɪ] (=intra-abdominal infection) 腹腔内感染,(=intra-amniotic infection) 羊膜内感染

32 jaguar 4 ['dʒægjuə] n.[脊椎]美洲虎

33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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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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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vehicl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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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weapons 4 n.武器（weapon的复数）；武装切换；斗争工具 v.武装（weapo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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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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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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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order 3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41 built 3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2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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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ntractor 3 ['kɔntræktə] n.承包人；立契约者

44 docherty 3 n. 多彻蒂

45 II 3 abbr.微光（ImageIntens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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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8 mk 3 n. 标记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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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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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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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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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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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rex 3 [reks] n.雷克斯（男子名）；国王；君主

55 soldiers 3 ['səuldʒə] n.[军]士兵；战士数量（soldier的复数）

56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7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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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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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unmanned 3 [,ʌn'mænd] adj.无人的；无人操纵的；被阉割的 v.使失去男子气质（unm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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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ctions 2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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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advanced 2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4 aerospace 2 ['εərəuspeis] n.航空宇宙；[航]航空航天空间

65 armed 2 [ɑ:md] adj.武装的；有扶手的；有防卫器官的（指动物） n.(Armed)人名；(科摩)阿米德

66 army 2 ['ɑ:mi] n.陆军，军队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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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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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avni 2 阿夫尼

70 blockade 2 [blɔ'keid] vt.封锁 n.阻塞

7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72 cannot 2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73 car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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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ivilians 2 n. 平民；百姓 名词civilian的复数形式.

75 concerns 2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76 controller 2 [kən'trəulə] n.控制器；管理员；主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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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dignity 2 ['dignəti] n.尊严；高贵

79 division 2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80 electronic 2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81 firing 2 ['faiəriŋ] n.开火；烧制；解雇；生火 v.开火；烧制；解雇（fire的ing形式）；点燃；激励 n.(Firing)人名；(英)法尔林

82 forces 2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83 ground 2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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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guided 2 ['gaidid] adj.有指导的；有向导的 v.指导（guide的过去分词）

85 hamas 2 n. 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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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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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having 2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89 industries 2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9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9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92 machi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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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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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maturity 2 [mə'tjuəriti] n.成熟；到期；完备

95 mission 2 ['miʃən] n.使命，任务；代表团；布道 vt.派遣；向……传教

96 operate 2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97 operational 2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98 operations 2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99 Palestinian 2 adj. 巴勒斯坦的；巴勒斯坦人的 n.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人

100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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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power 2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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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rani 2 ['rɑ:ni] n.王妃；王侯夫人 n.(Rani)人名；(意)拉尼

104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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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rights 2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106 robotic 2 [rəu'bɔtik] adj.机器人的，像机器人的；自动的 n.机器人学

107 semi 2 ['sem(a)i] n.半挂车；半独立式的住宅 n.(Semi)人名；(意、芬)塞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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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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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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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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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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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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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surveillance 2 [sə:'veiləns, sə-] n.监督；监视

115 targets 2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11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1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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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20 user 2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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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weapon 2 ['wepən] n.武器，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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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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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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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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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29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30 a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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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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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rmies 1 英 ['ɑːmi] 美 ['ɑ rːmi] n. 军队；陆军；一大批

133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134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135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136 automated 1 英 ['ɔː təʊmeɪtɪd] 美 ['ɔː toʊmeɪtɪd] adj. 自动化的 动词autom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7 automatically 1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13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9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140 battle 1 ['bætl] n.战役；斗争 vi.斗争；作战 vt.与…作战 n.(Battle)人名；(英)巴特尔；(法)巴特勒；(西)巴特莱

14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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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onnie 1 ['bɔni] adj.漂亮的 adv.极妙地 n.美女（等于bonny）

144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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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147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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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50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151 collects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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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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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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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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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158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59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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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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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63 danger 1 ['deindʒə] n.危险；危险物，威胁 n.(Danger)人名；(法)当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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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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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167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68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69 deployed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170 developer 1 [di'veləpə] n.开发者；[摄]显影剂

171 develop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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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73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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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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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drone 1 n.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 n.无人机（非正式） vi.嗡嗡作声；混日子 vt.低沉地说 n.n.(Drone)人名；(法)德罗纳

177 drones 1 英 [drəʊn] 美 [droʊn] n. 雄蜂；游手好闲者；无人驾驶飞机 n. 嗡嗡声；单调的声音 vi. 嗡嗡叫；混日子 vt. 单调低沉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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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ffectiveness 1 [ə'fektivnis] n.效力

180 Egypt 1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181 enforces 1 英 [ɪn'fɔː s] 美 [ɪn'fɔː 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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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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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quipped 1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185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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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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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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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90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91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192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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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95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96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97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198 guard 1 [gɑ:d] n.守卫；警戒；护卫队；防护装置 vi.警惕 vt.保卫；监视 n.(Guard)人名；(英)格尔德

199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200 guns 1 ['ɡʌnz] 枪炮

201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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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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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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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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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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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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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10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211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212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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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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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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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217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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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Islamic 1 [iz'læmik] adj.穆斯林的；伊斯兰教的

219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20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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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23 laborers 1 ['læbɔː ərz] 劳动者

224 landmines 1 ['lændmaɪnz] 地雷

225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226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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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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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earns 1 英 [lɜːn] 美 [lɜ rːn] v. 学会；学习；得知

231 lessen 1 ['lesən] vt.使…变小；使…减轻；使…变少 vi.减少；减轻；变小 n.(Lessen)人名；(德、罗)莱森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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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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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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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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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militant 1 adj.好战的 n.富有战斗性的人；好斗者；激进分子

238 militants 1 n.激进分子，好斗分子( militant的名词复数 )

239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40 missiles 1 ['mɪsaɪlz] 导弹

241 missions 1 ['mɪʃn] n. 使命；代表团；任务；布道

242 mistakenly 1 [mi'steikənli] adv.错误地；曲解地，被误解地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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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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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246 nearby 1 ['niə'bai] adj.附近的，邻近的 adv.在附近 prep.在…附近

247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48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49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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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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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5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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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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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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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palestinians 1 [ˌpælɪs'tɪnɪənz] n. 巴勒斯坦人 名词palestinian的复数形式.

258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59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60 pilotless 1 ['pailətlis] adj.无驾驶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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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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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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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264 progressed 1 v.（使）进步， （使）进行( prog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改进; 进展; （时间上）推移

265 protests 1 英 ['prəʊtest] 美 ['proʊtest] n. 抗议；反对 v. 抗议；反对；申明；断言

266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67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68 raises 1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69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270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71 remote 1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272 remotely 1 adv.遥远地；偏僻地；（程度）极微地，极轻地

273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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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76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77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278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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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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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obotics 1 [rəu'bɔtiks] n.机器人学（robotic的复数）

282 robots 1 ['rəʊbɒts] 机器人

283 Russia 1 ['rʌʃə] n.俄罗斯

284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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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287 shoot 1 [ʃu:t] vt.射击，射中；拍摄；发芽；使爆炸；给…注射 vi.射击；发芽；拍电影 n.射击；摄影；狩猎；急流

288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89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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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92 smarter 1 adj.聪明的；精明的（smart的比较级）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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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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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omewhere 1 ['sʌmhwεə] adv.在某处；到某处 n.某个地方

296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297 strip 1 [strip] vt.剥夺；剥去；脱去衣服 n.带；条状；脱衣舞 vi.脱去衣服

298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299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0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1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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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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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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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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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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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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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10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311 transport 1 [træns'pɔ:t; trænz-træns'pɔ:t, trænz-, trɑ:n-, 'trænspɔ:t,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机；狂喜；流放犯 vt.运输；流放；使狂喜

312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313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314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1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6 undermine 1 [,ʌndə'main] vt.破坏，渐渐破坏；挖掘地基

317 undermines 1 英 [ˌʌndə'maɪn] 美 [ˌʌndər'maɪn] vt. 逐渐削弱；暗中损害；在...下挖；从根基处损害

318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19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20 us 1 pron.我们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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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3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24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325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26 violates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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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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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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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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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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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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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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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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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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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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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orthy 1 ['wə:ði] adj.值得的；有价值的；配得上的，相称的；可尊敬的；应…的 n.杰出人物；知名人士 n.(Worthy)人名；(英)沃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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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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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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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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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