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p Technology Products from
CES 2022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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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and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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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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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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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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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ompan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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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device 8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1 ces 7 abbr. (日本)通迅技术标准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tandard)

12 computer 7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3 its 7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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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designed 6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7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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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 says 6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2 technology 6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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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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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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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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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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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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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tractor 5 ['træktə] n.拖拉机；牵引机

30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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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ased 4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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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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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camera 4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35 display 4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36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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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h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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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known 4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39 laun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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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maker 4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41 self 4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42 several 4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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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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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to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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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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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ir 3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48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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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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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announced 3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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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entimeters 3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53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4 driving 3 ['draiviŋ] adj.强劲的；推进的；精力旺盛的 n.驾驶；操纵 v.驾驶（drive的ing形式）

55 equipment 3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56 foldable 3 adj.可折叠的；可合拢的

57 improve 3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58 Labrador 3 ['læbrədɔ:] n.拉布拉多（加拿大东部一地区）；一种纽芬兰猎犬

59 laptop 3 n.膝上型轻便电脑，笔记本电脑

60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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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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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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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4 presented 3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65 products 3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66 retriever 3 [ri'tri:və] n.（训练成能寻回猎物的）猎犬；取回的人

67 router 3 ['rautə] n.[计]路由器；刳刨者

68 samsung 3 n. 三星(财富500强公司之一；总部所在地韩国；主要经营贸易)

69 show 3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70 signals 3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71 throu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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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user 3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73 vehicl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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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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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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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ntennas 2 [æn'tenəz] 天线

78 ark 2 [ɑ:k] n.约柜；方舟；（美）平底船；避难所 n.(Ark)人名；(俄、土)阿尔克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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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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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82 communication 2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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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ommunications 2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84 curve 2 [kə:v] n.曲线；弯曲；曲线球；曲线图表 vt.弯；使弯曲 vi.成曲形 adj.弯曲的；曲线形的

85 deere 2 n.美国迪尔（美国工农业设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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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lectronics 2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88 Farmers 2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89 fi 2 [fai] abbr.磁场强度（FieldIntensity）；船方不负担装货费用（FreeIn）；场电离（fieldionization）

90 fold 2 [fəuld] vt.折叠；合拢；抱住；笼罩 n.折痕；信徒；羊栏 vi.折叠起来；彻底失败

91 frame 2 [freim] n.框架；结构；[电影]画面 vt.设计；建造；陷害；使…适合 vi.有成功希望 adj.有木架的；有构架的 n.(Frame)人
名；(英)弗雷姆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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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hi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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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huge 2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95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96 john 2 [dʒɔn] n.厕所

97 lat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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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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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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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02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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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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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odyssey 2 ['ɔdisi] n.奥德赛（古希腊史诗）

105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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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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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pictures 2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109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10 pix 2 [piks] n.照片；影片；沥青；焦油 n.(Pix)人名；(匈)皮克斯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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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quality 2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113 retrieve 2 [ri'tri:v] vt.[计]检索；恢复；重新得到 vi.找回猎物 n.[计]检索；恢复，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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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serve 2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116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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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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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strong 2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119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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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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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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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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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24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25 wi 2 [ˌdʌblju 'ːaɪ] abbr. 威斯康星州(=Wisconsin) abbr. 熟铁(=wrought iron) abbr. 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

126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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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28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129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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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3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3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34 anker 1 ['æŋkə] n.安加 n.(Anker)人名；(丹)安高；(德、芬、挪、西、瑞典)安克尔；(英)安克

135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6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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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antenna 1 [æn'tenə] n.[电讯]天线；[动]触角，[昆]触须 n.(Antenna)人名；(法)安泰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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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archer 1 ['ɑ:tʃə] n.弓箭手

140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1 assistance 1 [ə'sistəns] n.援助，帮助；辅助设备

142 assistive 1 辅助的

143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44 asus 1 [ə'su:s] n. 华硕(电脑)公司(商标)

145 attendees 1 n.（会议等的）出席者( attendee的名词复数 )

146 axe 1 [æks] n.斧 vt.削减；用斧砍 n.(Axe)人名；(瑞典)阿克塞；(英)阿克斯

14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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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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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bend 1 [bend] vt.使弯曲；使屈服；使致力；使朝向 vi.弯曲，转弯；屈服；倾向；专心于 n.弯曲 n.(Bend)人名；(瑞典)本德

151 bends 1 [bendz] vt.弯曲；屈服（bend的第三人称形式） n.弯曲；减压病（bend的复数）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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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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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aptures 1 英 ['kæptʃə(r)] 美 ['kæptʃər] vt. 捕获；占领；夺取；吸引；(用照片等)留存 n. 捕获；战利品

156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157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59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160 combines 1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161 commands 1 [kə'mæns] n. 命令；指令 名词comma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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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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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onnects 1 [kə'nekt] v. 连接；接通；联系

165 consumer 1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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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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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69 curved 1 [kə:vd] adj.弯曲的；弄弯的 n.倒弧角 vt.弯曲（curv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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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decreased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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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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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75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76 displays 1 [dɪsp'leɪz] n. 显示器；陈列品 名词display的复数.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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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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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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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181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182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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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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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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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88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189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190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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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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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94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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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97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198 farming 1 ['fɑ:miŋ] n.农业，耕作 v.耕种；出租（farm的ing形式）

199 farms 1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200 Fields 1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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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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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204 flies 1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205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206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207 folds 1 英 [fəʊld] 美 [foʊld] vt. 包；折叠；交叉；拥抱 vi. 翻倍；屈服；倒闭 n. 折层；折痕

208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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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gamer 1 ['geimə] n.玩家，博弈者 n.(Gamer)人名；(英)盖默；(德)加默尔；(法)加梅

212 ga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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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gaming 1 ['geimiŋ] n.赌博；赌胜负

214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15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216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217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218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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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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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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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223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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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226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227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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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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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32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233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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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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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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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Korean 1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239 landing 1 ['lændiŋ] n.登陆；码头；楼梯平台 v.登陆（land的ing形式） n.(Landing)人名；(冈、瑞典、塞内)兰丁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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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Las 1 [læs] abbr.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大气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光敏开关
（LightActivatedSwitch）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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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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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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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246 lighten 1 ['laitən] vi.减轻；发亮 vt.使照亮；使轻松

247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248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49 load 1 [ləud] n.负载，负荷；工作量；装载量 vi.[力]加载；装载；装货 vt.使担负；装填

250 lock 1 [lɔk] vt.锁，锁上；隐藏 vi.锁；锁住；卡住 n.锁；水闸；刹车 n.(Lock)人名；(英、丹、德、瑞典)洛克

251 machi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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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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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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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manufacturer 1 [,mænju'fæktʃərə] n.制造商；[经]厂商

254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255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56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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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microphone 1 ['maikrəfəun] n.扩音器，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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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motorized 1 英 ['məʊtəraɪzd] 美 ['moʊtəraɪzd] adj. 装上发动机的；(部队)摩托化的 动词motor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motorised(英）.

261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62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63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64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265 Nevada 1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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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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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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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271 oled 1 abbr. 有机发光二极体(=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272 omni 1 ['ɔmni] n.全方位；泛光灯 pref.表示“总”；表示“遍”

273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7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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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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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pair 1 [pεə] n.一对，一双，一副 vt.把…组成一对 n.(Pair)人名；(英、法)佩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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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pc 1 [,pi: 'si:] abbr.个人电脑（PersonalComputer）；巡逻车（PatrolCar）

280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81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282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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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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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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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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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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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pleasing 1 ['pli:ziŋ] adj.令人愉快的；讨人喜欢的；合意的 v.取悦（please的现在分词）

289 population 1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290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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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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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programmed 1 ['prəugræmd, -grəmd] adj.程序化的，程控的 v.规划；制作节目（program的过去分词）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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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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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pull 1 [pul] vt.拉；拔；拖 vi.拉，拖；拔 n.拉，拉绳；拉力，牵引力；拖 n.(Pull)人名；(法)皮尔；(德、瑞典)普尔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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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299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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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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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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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ri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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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306 robots 1 ['rəʊbɒts] 机器人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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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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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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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elfie 1 n. 自拍照（网络用语）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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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ensors 1 ['sensəz]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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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315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316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317 side 1 [said] n.方面；侧面；旁边 vi.支持；赞助；偏袒 adj.旁的，侧的 vt.同意，支持 n.(Side)人名；(英)赛德

318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319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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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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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323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324 speaker 1 ['spi:kə] n.演讲者；扬声器；说话者；说某种语言的人 n.(Speaker)人名；(英)斯皮克

325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326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27 suddenly 1 ['sʌdnli] adv.突然地；忽然

328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29 Taiwanese 1 ['taiwɑ:'ni:z; -'ni:s] adj.台湾人的；台湾的 n.台湾人

330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331 tasks 1 英 [tɑːsk] 美 [tæsk] n. 任务；工作 vt. 交给某人（任务)；使做艰苦的工作

332 television 1 ['teli,viʒən, ,teli'v-] n.电视，电视机；电视业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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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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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tp 1 abbr. 标题页（=title page） abbr. 镇区（=township） TP. abbr. 棒球三杀（=triple play）

337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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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340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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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342 us 1 pron.我们

343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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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Vegas 1 [veigəs] n.维加斯

346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47 versions 1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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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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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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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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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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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webcam 1 ['webkæm] n.网络摄像头

355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56 wheels 1 [wiː l] n. 方向盘；车轮；旋转；周期 vi. 旋转；转动；改变方向 vt. 用车运；转动；给 ... 装轮子

357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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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ireless 1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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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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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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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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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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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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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