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18 [As It Is] Self-Driving Cars May Require Human Help 词词
汇表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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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4 accidents 1 ['æksɪdənts] 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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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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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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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2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3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4 algorithm 1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15 algorithms 1 ['ælɡərɪðəm] n.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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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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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20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1 analyze 1 ['ænəlaiz] vt.对…进行分析，分解（等于analys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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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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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ymore 1 ['eni'mɔ:] adv.再也不，不再

25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6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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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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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9 autonomous 5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30 av 4 [ɑ:v; ɔ:v] abbr.简易型（AustereVersion）；《圣经》钦定英译本（AuthorizedVersion）；音频（audio）视频（video）的简称

31 avs 4 abbr.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AudioVideoStandard）

32 ball 2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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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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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36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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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39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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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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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ird 3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43 borroni 3 博罗尼

44 bothered 1 ['baðəd] adj. 烦恼的；感到讨厌的 动词bo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5 brain 1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46 brake 1 [breik] vi.刹车 n.闸，刹车；阻碍 vt.刹车 n.(Brake)人名；(英)布雷克；(德)布拉克

47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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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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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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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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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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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r 3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56 cars 7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57 case 3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58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9 chasing 1 ['tʃeisiŋ] n.[建]雕镂术；车螺丝雕镂；铸件最后抛光 v.追赶（chase的ing形式） n.(Chasing)人名；(英)蔡辛

60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61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62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63 closures 1 英 ['kləʊʒə(r)] 美 ['kloʊʒər] n. 关闭；关口；讨论终结；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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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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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67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8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9 computer 2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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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72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73 controllers 1 [kənt'rəʊləz] 控制器

74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75 crash 1 [kræʃ] n.撞碎；坠毁；破产；轰隆声；睡觉 vi.摔碎；坠落；发出隆隆声；(金融企业等)破产 vt.打碎；使坠毁、撞坏；擅
自闯入

76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77 cruise 5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78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79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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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82 decides 1 [dɪ'saɪd] v. 决定；判断；断定

83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84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85 develop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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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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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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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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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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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89 don 3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90 doubt 1 [daut] n.怀疑；疑问；疑惑 v.怀疑；不信；恐怕；拿不准

91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92 driven 1 adj.被动的，受到驱策的；有紧迫感的；（人）发愤图强的 v.驾驶，开车（drive的过去分词）

93 driver 2 [draivə] n.驾驶员；驱动程序；起子；传动器 n.(Driver)人名；(德)德里弗；(英)德赖弗

94 driving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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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d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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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97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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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ntirely 1 [in'taiəli] adv.完全地，彻底地

10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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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103 ever 2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04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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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07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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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10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111 fa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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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eat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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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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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5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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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118 Francisco 2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19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20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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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ully 2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123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124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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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gm 4 [,dʒi:'em] abbr.（美）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Motors）；总经理（GeneralManager）；导弹（GuidedMissile）

127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28 going 2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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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31 guidance 1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132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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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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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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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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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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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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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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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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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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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143 human 14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44 humans 4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45 if 3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6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47 imperium 1 [im'piəriəm] n.统治权，主权；绝对权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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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50 incorrectly 1 [,inkə'rektli] adv.错误地；不适当地

151 increases 1 [ɪn'kriː s] v. 增加；提高 n. 增加；增强；提高

152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3 injured 1 ['indʒəd] adj.受伤的；受损害的

154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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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7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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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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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June 2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60 kaveh 2 卡韦赫

161 Keynes 1 [keinz] n.凯恩斯（英国经济学家）

162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63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164 kyle 1 [kail] n.（苏）狭海峡，海峡 n.(Kyle)人名；(英)凯尔；(瑞典)许勒；(西)基莱

165 lacks 1 [læk] n. 缺乏；无 v. 缺乏；不足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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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eaders 2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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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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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1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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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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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akers 1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175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76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7 mark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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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arketed 1 英 ['mɑːkɪtɪd] 美 ['mɑrkɪtɪd] adj. 推向市场的 动词mark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9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180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1 metal 1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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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ike 1 n.扩音器，麦克风；话筒；休息,游手好闲 vi.使用扩音器；偷懒,游手好闲 vt.用扩音器传送；用窃听器窃听

184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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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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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188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189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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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otors 1 [mɒtərs] n. 马达；电动机；汽车公司证券 名词motor的复数形式.

192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93 musk 2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194 my 1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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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7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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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o 2 [nəu] adv.不 adj.没有；不是 n.不；否决票 abbr.数字（number）；元素锘（nobelium）的符号 n.(No)人名；(柬)诺；(越)努

199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0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201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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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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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06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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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ncoming 1 ['ɔn,kʌmiŋ, 'ɔ:n-] adj.即将到来的；接近的；新兴的 n.来临，接近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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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0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211 operators 2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212 o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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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rd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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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origin 1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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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ath 1 [pɑ:θ, pæθ] n.道路；小路；轨道

217 peace 1 [pi:s] n.和平；平静；和睦；秩序 n.(Peace)人名；(英)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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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pedal 1 ['pedl] vi.踩踏板；骑车 n.踏板；脚蹬子 vt.骑（自行车）；踩……的踏板 adj.脚的；脚踏的

219 pedals 1 ['pedlz] n. 踏板；脚蹬 名词pedal的复数形式.

220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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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erception 2 [pə'sepʃən] n.知觉；[生理]感觉；看法；洞察力；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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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piloting 1 ['pailətiŋ] n.领港；近岸航行法；地标领航；半工厂性检查 v.驾驶（pilot的ing形式）；领航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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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lanes 1 [pleɪns] n. 位面；飞机 名词plane的复数形式.

227 predict 2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28 prediction 1 [pri'dikʃən] n.预报；预言

229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230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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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32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33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34 programming 1 ['prəugræmiŋ, -grə-] n.设计，规划；编制程序，[计]程序编制

235 promised 2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36 promises 1 ['prɒmɪsɪz] n. 承诺 名词promi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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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roving 1 ['pru:viŋ] v.证明；校对；发酵（prove的ing形式） n.证明；检查；校对 adj.检验的

239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40 puts 1 [pʊts] n. C语言的字符串输出语句

241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42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43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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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eality 1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46 recall 1 [ri'kɔ:l, 'ri:kɔ:l] vt.召回；回想起，记起；取消 n.召回；回忆；撤消

247 recalled 2 [rɪ'kɔː l] n. 回忆；取消；召回 vt. 召回；恢复；回想起；唤起；与 ... 相似

248 recognize 2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249 reduce 2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50 remote 3 [ri'məut] adj.遥远的；偏僻的；疏远的 n.远程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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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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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5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56 rid 2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257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58 road 3 [rəud] n.公路，马路；道路；手段 vt.（狗）沿臭迹追逐（猎物） adj.（美）巡回的 n.(Road)人名；(英)罗德

259 roads 1 n. 路；道路 名词road的复数形式 n. 罗兹(姓氏)

260 roadwork 1 ['rəudwə:k] n.长跑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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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roll 1 [rəul] vt.卷；滚动，转动；辗 vi.卷；滚动；转动；起伏，摇晃 n.卷，卷形物；名单；摇晃 n.(Roll)人名；(英、法、德、
俄、罗、葡、捷、挪、西、瑞典)罗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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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rubber 1 n.橡胶；橡皮；合成橡胶；按摩师；避孕套 adj.橡胶制成的 vt.涂橡胶于；用橡胶制造 vi.扭转脖子看；好奇地引颈而
望 n.(Rubber)人名；(西)鲁韦尔

264 rush 2 [rʌʃ] n.冲进；匆促；急流；灯心草 adj.急需的 vt.使冲；突袭；匆忙地做；飞跃 vi.冲；奔；闯；赶紧；涌现 n.(Rush)人
名；(英)拉什

265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66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67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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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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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an 2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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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2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73 self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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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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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76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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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oftware 2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78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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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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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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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3 spe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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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spring 1 [spriŋ] n.春天；弹簧；泉水；活力；跳跃 adj.春天的 vi.生长；涌出；跃出；裂开 vt.使跳起；使爆炸；突然提出；使弹
开 n.(Spring)人名；(德)施普林；(英、芬、瑞典)斯普林

285 steering 1 ['stiəriŋ] n.操纵；指导；掌舵 v.驾驶；掌舵（steer的ing形式）

286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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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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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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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ucceed 1 [sək'si:d] vi.成功；继承；继任；兴旺 vt.继承；接替；继…之后

292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93 supervision 2 [,sju:pə'viʒən] n.监督，管理

294 supervisors 1 ['suːpəvaɪzəz] 监事会

295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96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9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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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00 TENS 1 十位

301 tesla 1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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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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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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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05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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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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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0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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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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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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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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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315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316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7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18 unexpected 1 [,ʌnik'spektid] adj.意外的，想不到的

319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320 unpredictable 1 [,ʌnpri'diktəbl] adj.不可预知的；不定的；出乎意料的 n.不可预言的事

321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322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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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update 1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324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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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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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vehicles 7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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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vogt 4 沃格特(姓氏)

331 Wagner 1 ['wa:gnə] n.瓦格纳（姓氏）；瓦格纳（德国歌剧家，作曲家）

332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333 walker 1 ['wɔ:kə] n.步行者；散步者；参加竞走者 n.(Walker)人名；(德、西、芬、瑞典)瓦尔克；(英)沃克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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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6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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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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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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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wheel 1 [hwi:l] n.车轮；方向盘；转动 vt.转动；使变换方向；给…装轮子 vi.旋转；突然转变方向；盘旋飞行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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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4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44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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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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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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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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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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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50 worries 1 ['wʌrɪs] n. 烦恼；令人担忧的事物 名词worry的复数形式.

351 worthiness 1 ['wə:ðinis] n.值得；相当；有价值

352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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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55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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