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BM Says New Quantum
Processor Could Make Faster Computer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1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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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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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antum 12 n.量子论；额（特指定额、定量）；美国昆腾公司（世界领先的硬盘生产商）

5 computers 9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6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qubit 8 [kw'bɪt] n. 【电子】为 quantum bit 的缩写

8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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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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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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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hip 6 vt.削，凿；削成碎片 vi.剥落；碎裂 n.[电子]芯片；筹码；碎片；(食物的)小片;薄片

12 ibm 6 abbr.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13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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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f 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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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work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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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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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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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h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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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raditional 5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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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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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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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vantage 3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26 chips 3 [tʃips] n.[食品]炸土豆条；小木片；（作赌注用的）圆形筹码；缺口（chip的复数形式）

27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28 difficult 3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29 eagle 3 ['i:gl] n.鹰；鹰状标饰 n.(Eagle)人名；(英)伊格尔

30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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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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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rocessor 3 ['prəusesə, 'prɔ-] n.[计]处理器；处理程序；加工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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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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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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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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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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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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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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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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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mpu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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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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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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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faster 2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46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47 gil 2 [gil] abbr.全球化，国际化，当地化（Globalization，Internationalization，Localization）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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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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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51 low 2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人
名；(英、德)洛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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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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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nex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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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56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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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58 perform 2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59 practical 2 ['præktikəl] adj.实际的；实用性的

60 quest 2 [kwest] n.追求；寻找 vi.追求；寻找 vt.探索 n.(Quest)人名；(德)奎斯特

61 refrigeration 2 [ri,fridʒə'reiʃən, ri:-] n.制冷；冷藏；[热]冷却

62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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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65 task 2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66 tasks 2 英 [tɑːsk] 美 [tæsk] n. 任务；工作 vt. 交给某人（任务)；使做艰苦的工作

6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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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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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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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within 2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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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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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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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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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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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8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79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80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81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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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83 bits 1 ['bɪts] n. 齿片；位 名词bi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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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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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88 condor 1 ['kɔndɔ:] n.秃鹫，秃鹰 n.(Condor)人名；(法、西、罗)孔多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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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91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92 Dar 1 abbr.美国革命女儿会（DaughtersoftheAmericanRevolution） n.(Dar)人名；(英、印、巴基)达尔

93 demonstration 1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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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96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97 division 1 n.[数]除法；部门；分配；分割；师（军队）；赛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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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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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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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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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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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05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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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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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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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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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12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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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magined 1 [ɪ'mædʒɪn] vt. 想像；设想；料想；猜想；认为 vi. 想像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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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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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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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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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120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21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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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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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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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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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27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28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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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31 nellis 1 内利斯(美国)

132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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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35 osprey 1 ['ɔsprei, -pri] n.[鸟]鹗（一种鱼鹰，腹部羽毛为白色）

13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37 performing 1 [pə'fɔ:miŋ] adj.表演的；履行的 v.表演（perform的ing形式）；履行

138 physics 1 ['fiziks] n.物理学；物理现象

139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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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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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14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44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45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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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48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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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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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refrigerator 1 [ri'fridʒəreitə, ri:-] n.冰箱，冷藏库

152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153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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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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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157 research 1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15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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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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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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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Stephen 1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163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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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166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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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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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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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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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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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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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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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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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whichever 1 [hwitʃ'evə] pron.任何一个；无论哪个 adj.无论哪个；无论哪些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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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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