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 Interesting AI Tools
Announced in 2022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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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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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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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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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i 10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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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gorithm 3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11 alphab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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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cient 2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5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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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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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pear 2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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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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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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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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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udio 1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25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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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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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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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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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3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4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5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36 brain 2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37 breathing 1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3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9 built 3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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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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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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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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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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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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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47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48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49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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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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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mpare 1 n.比较 vt.比拟，喻为；[语]构成 vi.相比，匹敌；比较，区别；比拟（常与to连用） n.(Compare)人名；(意)孔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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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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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rrect 3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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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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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reate 3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59 created 3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0 damaged 2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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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63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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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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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eveloped 2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67 developers 2 [dɪ'veləpəz] 开发商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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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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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ifferent 4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1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72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73 disease 6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4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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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77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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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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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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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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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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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motion 1 [i'məuʃən] n.情感；情绪

85 emotions 3 英 [ɪ'məʊʃənz] 美 [ɪ'moʊʃənz] n. 情感 名词emo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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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ncode 1 vt.（将文字材料）译成密码；编码，编制成计算机语言

87 encoding 1 英 [ɪn'kəʊdɪŋ] 美 [ɪn'koʊdɪŋ] n. 编码

88 Engl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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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9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91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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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94 experiments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95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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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armers 1 n.[农]农民（farmer的复数）

98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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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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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ill 2 [fil] vt.装满，使充满；满足；堵塞；任职 vi.被充满，膨胀 n.满足；填满的量；装填物 n.(Fill)人名；(德、俄、匈)菲尔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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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04 followed 2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6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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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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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ragrance 2 ['freigrəns] n.香味，芬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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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12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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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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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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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8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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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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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22 historians 2 [hɪs'tɔː riənz] 历史学家

123 hokkien 6 n. 闽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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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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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27 identif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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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29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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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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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31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132 inscriptions 2 [ɪnsk'rɪpʃnz] 铭文

133 insects 1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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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teresting 2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36 interpret 3 [in'tə:prit] vt.说明；口译 vi.解释；翻译

137 inventions 1 n. 发明（invention的复数）；创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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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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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thaca 2 ['iθəkə] n.伊萨卡岛（希腊西部爱奥尼亚海中群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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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jumped 1 [dʒʌmp] n. 跳跃；跳动；上涨 v. 跳越；暴涨

143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144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45 language 5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46 languages 1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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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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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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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4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155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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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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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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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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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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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measure 2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162 measuring 1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163 Meta 4 pref.表示“变化”“变换”之义 n.(Meta)人名；(德、俄、罗、塞、葡、意、英)梅塔(女子教名Margaret的昵称)

164 method 3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65 methods 2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66 missing 3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167 mode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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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69 molecule 1 ['mɔlikjul] n.[化学]分子；微小颗粒，微粒

170 molecules 1 ['mɒlɪkju lːz] n. [化]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

171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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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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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osquitos 1 英 [mə'skiː təʊ] 美 [mə'skiː toʊ] n. 蚊子

173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174 neural 1 ['njuərəl] adj.神经的；神经系统的；背的；神经中枢的 n.(Neural)人名；(捷)诺伊拉尔

175 neurological 1 [,njuərə'lɔdʒikəl] adj.神经病学的，神经学上的

176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7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78 nights 1 [naits] n.夜；晚上（night的复数形式） adv.每晚；在夜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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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1 notable 1 ['nəutəbl] adj.值得注意的，显著的；著名的 n.名人，显要人物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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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dor 2 ['əudə] n.气味；名声 n.(Odor)人名；(匈)欧多尔

184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5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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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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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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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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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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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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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194 parkinson 4 ['pa:kinsən] n.帕金森（姓氏）；帕金森（全名詹姆士•帕金森，英国医生，帕金森症即以他的姓氏命名）

195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96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197 percen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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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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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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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hrase 1 [freiz] n.短语,习语,措辞,乐句 vt.措词,将(乐曲)分成乐句

201 pig 2 n.猪；猪肉 vi.生小猪；像猪一样过活 n.警察（俚语，带有攻击性）

202 pigs 2 n.猪（pig的复数）

203 pleasant 1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204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5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06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07 principal 1 ['prinsəpəl] adj.主要的；资本的 n.首长；校长；资本；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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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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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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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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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roductivity 1 [,prɔdʌk'tivəti, ,prəu-] n.生产力；生产率；生产能力

213 progression 1 [prəu'greʃən] n.前进；连续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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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rate 3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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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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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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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ecordings 2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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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222 repairing 1 [ri'peəriŋ] v.修复（repair的ing形式）；修理

223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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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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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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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esearchers 7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29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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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ai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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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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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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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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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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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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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everity 1 [si'veriti] n.严重；严格；猛烈

239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40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41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42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43 situations 2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44 sleep 2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245 smell 2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46 smells 3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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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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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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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ounds 2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251 speakers 1 [s'piː kəz] n. 说话者；发言者；说某种语言者；扬声器（名词speaker的复数形式）

252 speech 5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53 spoken 3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254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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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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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tudy 2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58 success 2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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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weet 1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261 symptoms 1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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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system 8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3 systems 3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64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65 teamed 1 [tiː 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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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ext 4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268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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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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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 5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1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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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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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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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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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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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hroughout 2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79 ti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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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o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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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ol 13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282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83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4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285 translate 3 vt.翻译；转化；解释；转变为；调动 vi.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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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npleasant 1 [,ʌn'plezənt] adj.讨厌的；使人不愉快的

288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89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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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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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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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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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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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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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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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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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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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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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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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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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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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5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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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7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08 word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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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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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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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1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13 Writings 4 ['raitiŋz] n.作品，篇章（writing的复数形式）

314 written 4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1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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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1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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