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3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2021_ 'Facebook
Papers,' New Robots and Rise of NF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5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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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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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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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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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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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facebook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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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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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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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NFT 7 neurofibrillary tangle 神经纤维缠结, 神经原纤维紊乱, nitrazine fern test 硝嗪蕨试验

13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4 compan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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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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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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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robot 6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18 robots 6 ['rəʊbɒts] 机器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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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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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od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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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digital 5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23 documents 5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24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5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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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oston 4 ['bɔstən] n.波士顿（美国城市）

28 call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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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dynamics 4 [dai'næmiks] n.动力学，力学

30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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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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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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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echnology 4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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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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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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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uction 3 ['ɔ:kʃən] vt.拍卖；竞卖 n.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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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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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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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esigned 3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42 experiment 3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43 form 3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44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45 haugen 3 n. 豪根

46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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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his 3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48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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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included 3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2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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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fts 3 Naval Flight Training School 海军飞行训练学校

54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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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papers 3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56 rise 3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57 robotics 3 [rəu'bɔtiks] n.机器人学（robotic的复数）

58 sold 3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5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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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vide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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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3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4 amplify 2 ['æmplifai] vt.放大，扩大；增强；详述 vi.详述

65 animation 2 [,æni'meiʃən] n.活泼，生气；激励；卡通片绘制

66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67 art 2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68 artwork 2 ['ɑ:twə:k] n.艺术品；插图；美术品

69 berners 2 n. 伯纳斯

7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71 containers 2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72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73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4 denied 2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5 former 2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76 Hanson 2 n.韩氏兄弟合唱团（美国乐队组合）；汉森（姓氏）

77 harm 2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78 hate 2 [heit] vt.憎恨；厌恶；遗憾 vi.仇恨 n.憎恨；反感 n.(Hate)人名；(法)阿特

79 homeless 2 ['həumlis] adj.无家可归的 无家可归的人 无家可归

80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81 lee 2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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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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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4 machines 2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85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86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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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isinformation 2 [,misinfə'meiʃən] n.误报；错误的消息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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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90 pieces 2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91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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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93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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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r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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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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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ale 2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97 secret 2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98 showed 2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99 stories 2 [s'tɔː rɪz] n. 故事，传说（名词story的复数形式） v. 讲…的故事；说假话（动词story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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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02 web 2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10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04 wide 2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105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06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107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08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09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110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111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112 admitted 1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113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114 aimed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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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ngry 1 ['æŋgri] adj.生气的；愤怒的；狂暴的；（伤口等）发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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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19 artist 1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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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ssist 1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122 attached 1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123 aware 1 [ə'wεə] adj.意识到的；知道的；有…方面知识的；懂世故的 n.(Aware)人名；(阿拉伯、索)阿瓦雷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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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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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beginnings 1 n. 开始，开端（beginning的复数）；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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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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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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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ody 1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132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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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uyer 1 ['baiə] n.买主；采购员 n.(Buyer)人名；(英)拜尔；(法)比耶；(德)布耶尔

135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36 Caty 1 卡蒂

137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38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39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40 christie 1 ['kristi] n.克里斯蒂（姓氏）；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

141 clearer 1 ['kliərə] n.[助剂]澄清剂；清洁器 adj.更清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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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144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145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146 content 1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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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49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150 credited 1 [k'redɪtɪd] v. 记入贷方；信用 vbl. 记入贷方；信用

151 cryptocurrency 1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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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ancing 1 ['dɑ:nsiŋ] n.跳舞；舞蹈 v.跳舞；摇晃（danc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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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56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57 declarations 1 [ˌdeklə'reɪʃənz] n. 声明；公告 名词declaration的复数形式.

158 dema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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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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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162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16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64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165 divisions 1 [dɪ'vɪʒnz] 分区

166 drawings 1 ['drɔː ɪŋz] n. 提取款 名词draw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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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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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171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72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73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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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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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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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7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78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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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81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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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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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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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frances 1 ['frɑ:nsis] n.弗朗西丝（女子名）

187 fuel 1 ['fjuəl] vi.得到燃料 vt.供以燃料，加燃料 n.燃料；刺激因素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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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190 fungible 1 ['fʌndʒibl] adj.代替的；可取代的 n.代替物

191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2 girls 1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193 graphics 1 ['græfiks] n.[测]制图学；制图法；图表算法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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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awaii 1 [hə'waii:] n.夏威夷岛；夏威夷（美国州名）

196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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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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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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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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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203 Honolulu 1 [,hɔnə'lu:lu:] n.火奴鲁鲁（即“檀香山”，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和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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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206 humanoid 1 ['hju:mənɔid] adj.像人的 n.类人动物

207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208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9 ignoring 1 英 [ɪɡ'nɔː (r)] 美 [ɪɡ'nɔː r] vt. 忽视；不理；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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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212 infected 1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213 Instagram 1 英 [ˌins'tægrəm] 美 [ˌɪns'tægrəm] n.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

214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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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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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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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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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0 inventing 1 [ɪn'vent] vt. 发明；捏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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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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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kilograms 1 ['kɪləgræm] 千克； 公斤

225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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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Kong 1 [kɔŋ] n.钢；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Kong)人名；(泰)空；(老、柬)贡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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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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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essons 1 ['lesn] n. 教训；课，功课，课业；榜样，典范 vt. 教训，告诫，训斥；给 ... 上课

231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232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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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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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37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238 marc 1 [mɑ:k] n.机读目录；（水果，种子等经压榨后的）榨渣 n.(Marc)人名；(塞)马尔茨；(德、俄、法、荷、罗、瑞典、西、
英)马克

239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40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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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243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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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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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ovie 1 ['mu:vi] n.电影；电影院；电影业 adj.电影的

24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48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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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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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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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254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55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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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opinion 1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258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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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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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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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ow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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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ownership 1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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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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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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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269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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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hotographs 1 英 ['fəʊtəgræfs] 美 ['foʊtəgræfs] n. 照片 名词photograph的复数形式.

272 physic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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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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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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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olice 1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76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277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78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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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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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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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84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285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86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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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89 purposefully 1 ['pə:pəsfuli] adv.有目的地；自觉地

290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1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292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93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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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96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97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98 sales 1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99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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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302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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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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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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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helter 1 ['ʃeltə] n.庇护；避难所；遮盖物 vt.保护；使掩蔽 vi.躲避，避难 n.(Shelter)人名；(英)谢尔特

307 socially 1 ['səuʃəli] adv.在社会上；在社交方面；善于交际地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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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ophia 1 [sə'faiə] n.索菲娅（女子名）

310 speech 1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311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312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313 stretch 1 vt.伸展,张开；（大量地）使用，消耗（金钱，时间）；使竭尽所能；使全力以赴； vi.伸展；足够买（或支付） n.伸
展，延伸 n.(Stretch)人名；(英)斯特雷奇

314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315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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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18 taught 1 [tɔ:t] v.教授（tea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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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321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322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323 thoughts 1 ['θɔː ts] n. 思维 名词thought的复数形式.

324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25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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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im 1 [tim] n.蒂姆（男子名）

328 token 1 ['təukən] n.表征；代币；记号 adj.象征的；表意的；作为对某事的保证的 vt.象征；代表

329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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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rick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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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us 1 pron.我们

334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3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36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37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338 viral 1 [ˈvaɪrəl] adj.病毒性的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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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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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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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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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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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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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346 weighing 1 ['weɪɪŋ] n. 称(量重)；权衡；权重 动词weig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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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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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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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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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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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54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5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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