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0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obot Food Delivery Is Here
and Grow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nd 2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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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ots 15 ['rəʊbɒts] 机器人

5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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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delivery 11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7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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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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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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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ey 9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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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od 7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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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i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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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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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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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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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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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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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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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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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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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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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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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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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Kim 4 [kim] n.金姆（人名）

29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0 pandemic 4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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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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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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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7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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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9 demand 3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40 drivers 3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41 etc 3 adv.等等，及其他

42 ju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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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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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orders 3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45 room 3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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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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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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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nn 2 [æn] n.安（女子名）

50 arrives 2 [ə'raɪv] vi. 到达；到来；成功

51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52 ceiling 2 ['si:liŋ] n.天花板；上限

53 chef 2 [ʃef] n.厨师，大师傅 n.(Chef)人名；(法)谢夫

54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55 code 2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56 colleges 2 ['kɒlɪdʒɪz] 高校

57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58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59 detects 2 [dɪ'tekt] v. 发觉；察觉；探测

60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61 dining 2 [dainiŋ] n.吃饭，进餐 v.吃饭（dine的现在分词）

62 evaluation 2 [i,vælju'eiʃən] n.评价；[审计]评估；估价；求值

63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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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5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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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GPS 2 abbr.全球定位系统（GlobalPositionSystem）；通用雷达（GeneralPurposeRadar）；炮长主瞄准镜（Gunner'sPrimarySight）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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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69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70 hundreds 2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71 kilometers 2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72 light 2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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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maloney 2 n. 马洛尼

75 motion 2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76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77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78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79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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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Numbers 2 n.民数记（旧约圣经的第四卷） n.Numbers表格

81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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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83 per 2 [强pə:, 弱pə] prep.每；经；按照；每一 n.(Per)人名；(德、挪、丹、瑞典)佩尔

84 pizza 2 n.比萨饼（一种涂有乳酪和番茄酱的意大利式有馅烘饼） n.(Pizza)人名；(意)皮扎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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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reacts 2 [ri'ækt] v. 反应；反攻

87 restaurant 2 ['restərɔŋ, -rɔnt, -rənt] n.餐馆；[经]饭店

88 senses 2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89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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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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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ometimes 2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94 soon 2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95 sound 2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96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繁
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97 starship 2 英 ['stɑ ʃːɪp] 美 ['stɑ rːʃɪp] n. 星际飞船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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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streets 2 [st'riː ts] 街道

100 t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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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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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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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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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travel 2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106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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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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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09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1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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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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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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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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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lastair 1 ['æləstə; -stεə] n.阿拉斯泰尔（男子名）

116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1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8 arbor 1 ['ɑ:bə] n.[植]乔木；凉亭；藤架 n.(Arbor)人名；(英)阿伯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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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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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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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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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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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eijing 1 ['bei'dʒiŋ] n.北京（等于Peking或Pekin）

126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27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28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29 brendan 1 n. 布伦丹

130 bringing 1 [briŋ] vt.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31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32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133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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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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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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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ancel 1 vt.取消；删去 vi.取消；相互抵消 vi.取消，撤销 n.取消，撤销 n.(Cancel)人名；(法)康塞尔

137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38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39 centimeters 1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140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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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43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44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145 contactless 1 ['kɒntæktlɪs] adj. 不接触的；遥控的

146 cook 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147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148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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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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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dee 1 [di:] n.D形物；D（英语字母）；学位 n.(Dee)人名；(英)迪伊

152 delivering 1 v.发表（deliver的ing形式）；投递

153 denis 1 ['denis] n.丹尼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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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esire 1 [di'zaiə] n.欲望；要求，心愿；性欲 vt.想要；要求；希望得到… vi.渴望 n.(Desire)人名；(刚(布)、英)德西雷

156 domino 1 ['dɔminəu] n.多米诺骨牌；面具；化装外衣 n.(Domino)人名；(英、意、法、德、波)多米诺

157 door 1 [dɔ:] n.门；家，户；门口；通道 n.(Door)人名；(英)多尔

158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159 Durbin 1 n. 德宾

160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61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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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64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165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66 England 1 n.英格兰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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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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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69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70 Estonia 1 [es'təuniə] n.爱沙尼亚

171 excite 1 [ik'sait] vt.激起；刺激…，使…兴奋 vi.激动

172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173 expanded 1 [ik'spendid] adj.扩充的；展开的 vt.扩大（expand的过去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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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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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Forrester 1 n. 福里斯特

177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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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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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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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8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84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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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86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87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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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英)海伊

18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90 hometown 1 ['həum'taun] n.家乡；故乡

191 hour 1 ['auə] n.小时；钟头；课时；…点钟 n.(Hour)人名；(法)乌尔；(柬)胡

192 hungry 1 ['hʌŋgri] adj.饥饿的；渴望的；荒年的；不毛的

193 hye 1 海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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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6 inter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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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interactions 1 [ɪntə'rækʃnz] 相互作用

198 Ji 1 abbr. 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s）

199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200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20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202 Keynes 1 [keinz] n.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

203 kitchen 1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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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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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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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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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211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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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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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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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meals 1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215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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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218 millionth 1 ['miljənθ] n.百万分之一；第一百万 adj.百万分之一的；第一百万的

219 Milton 1 ['miltən] n.米尔顿（男子名，英国诗人）

220 miss 1 [mɪs] n.女士，小姐，年轻未婚女子 vt.错过，想念，缺（勤）

221 Modesto 1 [mə'destəu] n.莫德斯托（美国城市）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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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npd 1 n. 核动力示范反应堆

224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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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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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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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229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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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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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ercent 1 [pə'sent] n.百分比，百分率；部分；百分数 adj.百分之…的 adv.以百分之…地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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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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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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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refers 1 英 [prɪ'fɜ (ːr)] 美 [prɪ'fɜ rː] vt. 宁可；较喜欢；提出（控告）

23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8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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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40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41 rarely 1 ['rεəli] adv.很少地；难得；罕有地

24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3 recharged 1 英 [ˌriː 'tʃɑːdʒ] 美 [ˌriː 'tʃɑ rːdʒ] v. 再充电；（给枪）再装弹药；再进攻；恢复精力

244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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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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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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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olling 1 ['rəuliŋ] n.旋转；动摇；轰响 adj.旋转的；起伏的；波动的

250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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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253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54 sensor 1 ['sensə, -sɔ:] n.传感器

255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256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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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servi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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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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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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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hortages 1 ['ʃɔː tɪdʒɪz] 缺陷

261 sidewalks 1 n.人行道( sidewalk的名词复数 )

262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63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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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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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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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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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269 symbols 1 ['simbəls] n.符号；象征；标志；符号表（symbol的复数）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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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72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273 Tallinn 1 ['tælin; 'tɑ:-] n.塔林（爱沙尼亚共和国首都）

274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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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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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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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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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80 thoughtful 1 ['θɔ:tful] adj.深思的；体贴的；关切的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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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83 trip 1 [trip] vi.绊倒；远足；犯错误；轻快地走 n.旅行；绊倒；差错 vt.绊倒；使犯错 n.(Trip)人名；(荷)特里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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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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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pper 1 ['ʌpə] adj.上面的，上部的；较高的 n.(Upper)人名；(英)厄珀

287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28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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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292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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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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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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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elcoming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297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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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00 witcher 1 n.巫师（游戏名）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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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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303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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