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op Technology Products at
CES 2023 词汇表词汇表

1 Aaron 1 ['εərən] n.亚伦（男子名）；亚伦（摩西之兄，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

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3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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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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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6 affairs 1 英 [ə'feə(r)] 美 [ə'fer] n. 私通；事件；事务；事情

7 agriculture 1 n.农业；农耕；农业生产；农艺，农学

8 ai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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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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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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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d 1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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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6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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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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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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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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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association 2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2 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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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ag 1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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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26 battery 3 n.[电]电池，蓄电池 n.[法]殴打 n.[军]炮台，炮位

27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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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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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2 bikes 1 [baɪk] n. 自行车；脚踏车；摩托车 vi. 骑自行车

33 bo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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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rush 2 n.刷子；画笔；毛笔；争吵；与某人有效冲突；灌木丛地带；矮树丛；狐狸尾巴 vt.刷；画； vi.刷；擦过；掠过；（经
过时）轻触

35 brushing 2 ['brʌʃiŋ] adj.擦拭的；疾驰的 n.刷净；干扰；创面电灼术

3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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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uttons 1 n. 按钮；纽扣 名词button的复数形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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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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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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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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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罐头

42 cats 1 [kæts] abbr.高级电视研究中心（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
（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通信和跟踪系统（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综合分析试验系统
（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 n.(Cats)人名；(荷)卡茨

43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44 ces 5 abbr. (日本)通迅技术标准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tandard)

45 charge 1 [tʃɑ:dʒ] n.费用；电荷；掌管；控告；命令；负载 vt.使充电；使承担；指责；装载；对…索费；向…冲去 vi.充电；控
告；索价；向前冲；记在账上 n.(Charge)人名；(法)沙尔热；(英)查奇

46 chief 2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47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48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49 cleanser 1 ['klenzə] n.清洁剂；清洁工；擦亮粉；使清洁的东西

50 closely 2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51 clothing 1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52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53 combinations 1 [kɒmbɪ'neɪʃnz] n. 组合 名词combination的复数形式.

54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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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6 compan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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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8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59 connections 1 [kə'nektʃənz] n. 连接点 名词connection的复数形式.

60 consumer 2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61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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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64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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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67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8 creators 1 创造者

69 damaging 1 ['dæmidʒiŋ] adj.有破坏性的，损害的；诽谤的 v.破坏（damage的现在分词形式）；损害

70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71 designed 8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2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73 desired 1 [di'zaiəd] adj.渴望的；想得到的 v.渴望，要求（desire的过去分词形式）

74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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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evice 14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7 devices 4 [dɪ'vaɪsɪz] n.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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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igital 7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80 digitally 1 ['didʒitəli] adv.数位

81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82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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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ogs 1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84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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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英）多恩（人名）

85 drawing 2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8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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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89 effective 2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90 electric 3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91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92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93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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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ngineers 1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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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98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9 environments 3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100 equipped 2 [ɪk'wɪpt] v. 装备；整装；预备 vbl. 装备；整装；预备

101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02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03 examines 1 [ɪɡ'zæmɪn] vt. 检查；调查；考试；仔细观察 vi. 检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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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06 experience 2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07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08 explaining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09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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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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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13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114 feelings 1 ['fiː lɪŋs] n. 情感 名词feeling的复数形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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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fit 1 ['fit] vt.安装；使……适应；使……合身；与……相符 vi.符合，配合；适合；合身 adj.健康的；合适的；恰当的；准备好的
n.合身；发作；痉挛 n.(Fit)人名；(捷、罗)菲特

117 flower 1 ['flauə] n.花；精华；开花植物 vi.成熟，发育；开花；繁荣；旺盛 vt.使开花；用花装饰 n.(Flower)人名；(英)弗劳尔

118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19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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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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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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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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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front 1 [frʌnt] n.前面；正面；前线 vt.面对；朝向；对付 vi.朝向 adj.前面的；正面的 adv.在前面；向前 n.(Front)人名；(法)弗龙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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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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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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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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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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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glasses 1 ['glɑːsɪz] n. 眼镜；双筒镜 名词glass的复数形式.

133 gums 1 ['ɡʌmz] n. 树胶；口香糖 名词gum复数形式.

134 handheld 1 [hænd,held] adj.掌上型；手持型

135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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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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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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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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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43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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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uman 4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46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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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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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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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51 ink 4 [iŋk] vt.签署；涂墨水于 n.墨水，墨汁；油墨 n.(Ink)人名；(英)英克

152 inline 1 ['in,lain] adj.内联的；联机的

15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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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intera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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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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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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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9 joint 1 [dʒɔint] n.关节；接缝；接合处，接合点；（牛，羊等的腿）大块肉 adj.共同的；连接的；联合的，合办的 vt.连接，贴
合；接合；使有接头 vi.贴合；生节 n.(Joint)人名；(法)茹安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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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62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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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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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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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lat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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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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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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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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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inks 1 ['liŋks] n.[计]链接（link的复数）；沙地；沙丘

172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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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75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176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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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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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81 Met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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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etaverse 5 [metæ'vɜːs] n. 虚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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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85 ministry 1 ['ministri] n.（政府的）部门

186 Mohamed 1 n. 穆罕默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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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89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190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191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192 needle 1 ['ni:dl] n.针；指针；刺激；针状物 vi.缝纫；做针线 vt.刺激；用针缝 n.(Needle)人名；(英)尼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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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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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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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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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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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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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notably 1 ['nəutəbli] adv.显著地；尤其

200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01 nylon 1 ['nailɔn] n.尼龙，[纺]聚酰胺纤维；尼龙袜

202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03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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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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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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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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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10 opera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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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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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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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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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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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utdoor 1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216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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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ovr 3 abbr. 改写(=Overwritr)；覆盖(=Overload)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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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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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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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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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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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24 permits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25 pers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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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et 2 [pet] n.宠物；生气；受宠爱的人 vt.宠爱 vi.生气；爱抚 adj.宠爱的 n.(Pet)人名；(俄)佩特；(柬)贝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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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icture 1 ['piktʃə] n.照片，图画；影片；景色；化身 vt.画；想像；描写

229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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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2 plaque 2 [plɑ:k, plæk] n.匾；血小板；饰板

233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234 positioned 1 [pə'zɪʃənd] adj. 放置的 动词posi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5 possibilities 1 英 [ˌpɒsə'bɪləti] 美 [ˌpɑːsə'bɪləti] n. 可能；可能性；可能的事情；潜在的价值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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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ower 2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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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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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241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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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rinker 1 [prɪŋk] v. 化妆；打扮

243 print 1 [print] n.印刷业；印花布；印刷字体；印章；印记 vt.印刷；打印；刊载；用印刷体写；在…印花样 vi.印刷；出版；用印
刷体写

244 printing 1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245 produce 7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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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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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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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252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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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ality 2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255 recreate 1 ['rekrieit, -kri:-] vi.娱乐；消遣 vt.再创造；使得到娱乐/消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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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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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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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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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staurants 1 餐馆

261 ride 2 vi.骑马；乘车；依靠；漂浮 vt.骑；乘；控制；（骑马、自行车等）穿越；搭乘；飘浮 n.骑；乘坐；交通工具；可供骑行
的路；（乘坐汽车等的）旅行；乘骑；（乘车或骑车的）短途旅程；供乘骑的游乐设施 n.（英）赖德（人名）；（法、
葡）里德（人名）

262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63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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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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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6 scent 2 [sent] n.气味；嗅觉；痕迹；察觉能力 vt.闻到；发觉；使充满…的气味；循着遗臭追踪 vi.发出…的气味；有…的迹象；
嗅着气味追赶 n.(Scent)人名；(英)森特

267 scents 1 [sent] n. 气味；香味；线索 v. 闻出；发觉；充满；得到 ... 的暗示

268 scooters 1 n.踏板车；小轮摩托车；滑行艇（scooter的复数）

269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270 sells 1 [sel] v. 出售；卖

271 sensations 1 n.感觉( sensation的名词复数 ); 感受; 知觉; 激动

272 sense 2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73 sensitivity 1 [,sensi'tiviti] n.敏感；敏感性；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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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haking 1 ['ʃeikiŋ] n.震动，震惊；挥动，摇动 v.握手（shake的ing形式）；摇动；颤动

276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77 shirt 1 [ʃə:t] n.衬衫；汗衫，内衣

278 shops 1 英 [ʃɒp] 美 [ʃɑːp] n. 商店；车间 v. 逛商店；购物；买东西

279 sh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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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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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83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84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285 skates 5 [skeɪts] n. 冰鞋 名词skate的复数形式.

286 skin 2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87 sleeves 1 [s'liː vz] n. 袖子 名词sleeve的复数形式.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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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martphone 1 英 ['smɑ tːfəʊn] 美 ['smɑ rːtfoʊn] n.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智能手机

290 sm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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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smelled 1 [生理]

292 smelling 1 n.嗅诊；嗅气味 v.闻；发觉；发出气味（smell的ing形式）

293 smells 4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294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95 software 2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96 Soliman 1 n.(Soliman)人名；(意)索利曼；(阿拉伯)苏莱曼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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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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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99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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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artup 1 英 ['stɑ tːʌp] 美 ['stɑ tː'ʌp] n. 开动；出发

301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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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304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305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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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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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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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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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312 tasty 1 ['teisti] adj.美味的；高雅的；有趣的 n.可口的东西；引人入胜的东西

313 tattoo 2 n.文身 vt.刺花纹于 vi.刺花样

314 tattooing 1 [tæ'tu ɪːŋ] 刺字, 文身

315 tattoos 4 英 [tə'tu ]ː 美 [tæ'tu ]ː v. (在皮肤上)刺图案 n. 文身

316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317 technology 1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18 teeth 2 [ti:θ] n.牙齿

319 temporary 1 ['tempərəri] adj.暂时的，临时的 n.临时工，临时雇员

320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21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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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he 5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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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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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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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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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housands 2 ['θaʊzndz] n. 数千

330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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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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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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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toothbrush 2 ['tu:θbrʌʃ] n.牙刷

335 toothbrushes 2 n.牙刷( toothbrush的名词复数 )

336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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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touch 4 [tʌtʃ] vt.接触；触动；使轻度受害 vi.触摸；涉及；接近；提到 n.接触；触觉；格调；少许 n.(Touch)人名；(柬)杜；(英)
陶奇

338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339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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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41 users 6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42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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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44 Vegas 1 [veigəs] n.维加斯

345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346 vest 4 [vest] n.背心；汗衫 vt.授予；使穿衣 vi.归属；穿衣服 n.(Vest)人名；(英)维斯特；(匈)韦什特

347 vibration 2 [vai'breiʃən] n.振动；犹豫；心灵感应

348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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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virtual 2 adj.[计]虚拟的；实质上的，事实上的（但未在名义上或正式获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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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1 VR 5 abbr.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352 waist 1 [weist] n.腰，腰部

353 walks 1 ['wɔː ks] n. 脚步；小路 名词walk的复数形式.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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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56 washed 1 [wɔʃt] adj.洗过的 v.洗，洗涤（wash的过去分词）

357 waterproof 1 ['wɔ:təpru:f, 'wɔ-] adj.防水的，不透水的 vt.使防水 n.防水材料

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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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wearable 3 ['wεərəbl] adj.可穿用的，可佩带的；耐用的 n.衣服

360 week 1 [wi:k] n.周，星期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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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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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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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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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66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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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wisniewski 1 n. 维希涅夫斯基

368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69 with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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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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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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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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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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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75 world 7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76 worn 2 [wɔ:n] adj.疲倦的；用旧的 v.穿；磨损（wear的过去分词）；佩戴 n.(Worn)人名；(柬)翁；(英、葡)沃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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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writing 2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7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80 yo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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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