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ogle Says New Eyeglasses
Can Translate Languages in Real Tim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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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 15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5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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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 1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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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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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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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device 6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11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 language 6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3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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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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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compan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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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glasses 5 ['glɑːsɪz] n. 眼镜；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

19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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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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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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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yeglasses 4 英 ['aɪglɑːsɪz] 美 ['aɪ̩ glɑːsɪz] n. 眼镜 =glasses.

23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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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6 products 4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7 translate 4 vt.翻译；转化；解释；转变为；调动 vi.翻译

28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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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bility 3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30 camera 3 ['kæmərə] n.照相机；摄影机 n.(Camera)人名；(英、意、西)卡梅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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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3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34 glass 3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35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36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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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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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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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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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roduct 3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40 re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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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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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3 aerial 2 ['εəriəl] adj.空中的，航空的；空气的；空想的 n.[电讯]天线

44 ai 2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45 alphabet 2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46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47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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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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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50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51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52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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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hung 2 n.钟，宗，忠，聪

54 conference 2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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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57 demonstration 2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58 developm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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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ominance 2 ['dɔminəns,-nənsi] n.优势；统治；支配

60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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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eature 2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62 film 2 [film] n.电影；薄膜；胶卷；轻烟 vt.在…上覆以薄膜；把…拍成电影 vi.摄制电影；生薄膜；变得朦胧

63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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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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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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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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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69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70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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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languages 2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72 later 2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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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maps 2 n. 地图 名词map的复数形式.

75 model 2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76 pixel 2 n.（显示器或电视机图象的）像素（等于pictureelement）

77 presen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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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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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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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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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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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84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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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smart 2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87 software 2 ['sɔftwεə, 'sɔ:-] n.软件

88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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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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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ubtitles 2 ['sʌbtaɪtl] n. 副题(书本中的)； 说明或对白的字幕 vt. 给 ... 加副标题； 给 ... 加字幕

91 tablet 2 n.碑；药片；写字板；小块；平板电脑 vt.用碑牌纪念；将(备忘录等)写在板上；将…制成小片或小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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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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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translation 2 [træns'leiʃən, trænz-, trɑ:n-] n.翻译；译文；转化；调任

95 us 2 pron.我们

96 view 2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97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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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wearable 2 ['wεərəbl] adj.可穿用的，可佩带的；耐用的 n.衣服

10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01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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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work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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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04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5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06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07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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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ccepts 1 [ək'sept] vt. 接受；同意；承担(责任等) vi.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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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ctors 1 ['æktəz] n. 演员 ac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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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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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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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dvertising 1 ['ædvətaiziŋ] n.广告；广告业；登广告 adj.广告的；广告业的 v.公告；为…做广告（adverti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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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17 aircraft 1 ['εəkrɑ:ft] n.飞机，航空器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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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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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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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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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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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24 ask 1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125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26 barriers 1 ['bæriəz] 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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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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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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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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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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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134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35 brief 1 [bri:f] adj.简短的，简洁的；短暂的，草率的 n.摘要，简报；概要，诉书 vt.简报，摘要；作…的提要 n.(Brief)人名；(英)
布里夫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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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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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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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40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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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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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45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146 dave 1 [deiv] n.戴夫（男子名）

147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8 description 1 [di'skripʃən] 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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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details 1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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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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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55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156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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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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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60 Eddie 1 ['edɪ] n. 埃迪(男子名；Edward 的昵称)

161 element 1 ['elimənt] n.元素；要素；原理；成分；自然环境 n.(Element)人名；(德)埃勒门特；(英)埃利门特

162 enables 1 [ɪ'neɪbl] vt. 使能够；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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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65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166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67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68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169 fiction 1 ['fikʃən] n.小说；虚构，编造；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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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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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foreign 1 ['fɔrin] adj.外国的；外交的；异质的；不相关的

172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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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75 hardware 1 ['hɑ:dwεə] n.计算机硬件；五金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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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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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79 IDC 1 n. (=Internet Data Ceter)互联网数据中心

180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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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83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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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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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introducing 1 [ɪntrəd'juːsɪŋ] n. 引进 动词int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7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88 items 1 ['aɪtəm] n. 项目；条款；一件商品（或物品）；一则或一条新闻 adv.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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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91 lets 1 abbr.地方交易系统（LocalExchangeTradingSystem）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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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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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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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96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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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alik 1 ['mɑ:lik] n.巴基斯坦酋长 n.(Malik)人名；(孟、阿拉伯、哈萨、乌兹、塔吉、吉尔、土库、塞、印、印尼、巴基、英、
德、捷、俄)马利克

198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199 mandarin 1 n.（中国）普通话；国语；官话；满清官吏；柑橘 adj.紧身马褂的

200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201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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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ixes 1 [mɪks] v. 混合；掺入；合成；联系；融合；介入 n. 混合(物)；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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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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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07 noticeable 1 ['nəutisəbl] adj.显而易见的，显著的；值得注意的

208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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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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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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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aresh 1 帕雷什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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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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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泰)巴；(法)帕尔

214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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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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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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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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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hoto 1 ['fəutəu] n.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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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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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rinted 1 adj.印刷的；印花样的；已印好的 v.[印刷]印刷；出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铭记

224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225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26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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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rototype 1 ['prəutətaip] n.原型；标准，模范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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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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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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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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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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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3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9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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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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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earching 1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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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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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elling 1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247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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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0 shopping 1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25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2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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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5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6 smartphones 1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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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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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60 speaks 1 [spiː k] v. 讲；说话；演说；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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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263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64 store 1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65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66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267 supplied 1 [sə'plaɪd] adj. 提供的 动词suppl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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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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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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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alks 1 ['tɔː ks] 会谈

272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273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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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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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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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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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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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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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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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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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ranslations 1 [træns'leɪʃnz] 翻译

28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85 unnamed 1 [ˌʌn'neɪmd] adj. 未命名的；不知名的；无名的；没有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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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8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89 vide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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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viewing 1 ['vju:iŋ] adj.可见的 v.观察；查看（view的ing形式）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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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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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earers 1 n.穿用者，佩带者( wearer的名词复数 )

294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295 week 1 [wi:k] n.周，星期

296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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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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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300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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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03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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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05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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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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