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0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ny to Produce Electric Car
with Honda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3 acura 1 n.阿库拉；讴歌（日本本田的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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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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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irplane 1 ['εəplein] n.飞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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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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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0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3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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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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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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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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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sisted 1 [ə'sɪst] vt. 帮助；协助 vi. 帮助；出席 n. 帮助；协助；助攻；协助的器械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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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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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4 automobile 1 n.汽车 vt.驾驶汽车 [过去式automobiled过去分词automobiled现在分词automobiling]

25 awaited 1 [ə'weɪt] v. 等候；期待；将降临于

2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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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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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oat 1 [bəut] n.小船；轮船 vi.划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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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rand 2 [brænd] vt.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商标，牌子；烙印 n.(Brand)人名；(英、德、俄、西、意、罗、葡、
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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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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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uyers 2 n. 买主，买方，买家，采购员（名词buyer的复数形式）；拜尔斯（姓氏）

36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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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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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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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r 4 [kɑ:] n.汽车；车厢 n.(Car)人名；(土)贾尔；(法、西)卡尔；(塞)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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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rs 2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42 ces 2 abbr. (日本)通迅技术标准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Standard)

43 chassis 2 ['ʃæsi] n.底盘，底架

44 chie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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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hips 1 [tʃips] n.[食品]炸土豆条；小木片；（作赌注用的）圆形筹码；缺口（chip的复数形式）

46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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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ckpit 2 ['kɔk,pit] n.驾驶员座舱；战场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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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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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puting 1 [kəm'pju:tiŋ] n.计算；处理；从事电脑工作 v.计算（comput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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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ntinuous 1 [kən'tinjuəs] adj.连续的，持续的；继续的；连绵不断的

54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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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reation 1 [kri:'eiʃən] n.创造，创作；创作物，产物

57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58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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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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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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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driv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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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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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lectric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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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lectronics 1 [,ilek'trɔniks] n.电子学；电子工业

66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67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68 entertainment 1 [,entə'teinmənt] n.娱乐；消遣；款待

69 epic 1 ['epik] adj.史诗的，叙事诗的 n.史诗；叙事诗；史诗般的作品

70 essential 1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71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72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73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74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75 expects 1 [ɪk'spekt] v. 预期；期待；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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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actories 1 ['fæktri] n. 工厂；制造厂

78 fa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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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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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flex 1 ['fleks] vt.折曲；使收缩 vi.弯曲；收缩 n.屈曲；电线；松紧带 adj.弹性工作制的 n.(Flex)人名；(意)弗莱克斯；(法)弗莱

81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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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fr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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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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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function 1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86 functions 2 ['fʌnkʃənz] n. 函数；功能 名词function的复数形式.

87 gains 1 ['ɡeɪnz] n. 收益 名词gain的复数形式.

88 ga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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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0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91 handled 1 adj.有把手的；有把柄的 v.使用；负责；触摸；指挥（handle的过去分词）

92 handles 1 ['hændlz] n. 操纵；掌握 名词handle的复数形式.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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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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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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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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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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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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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onda 7 ['hɔndə] n.本田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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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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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including 3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03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04 integrate 1 ['intigreit, 'intigrit, -greit] vt.使…完整；使…成整体；求…的积分；表示…的总和 vi.求积分；取消隔离；成为一体 adj.整
合的；完全的 n.一体化；集成体

105 intelligent 2 [in'telidʒent] adj.智能的；聪明的；理解力强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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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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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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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11 john 2 [dʒɔn] n.厕所

112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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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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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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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aun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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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17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18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19 luxury 2 ['lʌkʃəri, 'lʌgʒəri] n.奢侈，奢华；奢侈品；享受 adj.奢侈的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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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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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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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4 manufacturers 1 [mænjʊ'fæktʃərəz] n. 生产商；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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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markets 1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27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28 mizuno 4 水野

129 mobility 4 [məu'biləti] n.移动性；机动性；[电子]迁移率

130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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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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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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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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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36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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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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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40 of 1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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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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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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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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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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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rders 1 英 ['ɔː də(r)] 美 ['ɔː rdər] n. 顺序；条理；订单；命令；秩序；阶层；[生]目；点的东西 v. 命令；定购；调整；整理；点餐；
预定，订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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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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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50 paying 1 ['pei'ŋ] adj.支付的；赢利的；合算的 n.支付；填缝；放送绳链 v.支付；报答（pay的ing形式）

151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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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pilot 1 ['pailət] n.飞行员；领航员 adj.试点的 v.驾驶；领航；试用 n.(Pilot)人名；(意、印)皮洛特；(法)皮洛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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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56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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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159 processor 1 ['prəusesə, 'prɔ-] n.[计]处理器；处理程序；加工者

160 processors 1 n. 处理器 名词processor的复数形式.

161 produce 3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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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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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publ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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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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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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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qualcomm 4 高通公司

170 realize 1 vt.实现；认识到；了解；将某物卖得，把(证券等)变成现钱；变卖

17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72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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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175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76 r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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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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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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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181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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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sensors 3 ['sensəz] 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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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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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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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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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its 1 [sɪt] v. 坐；栖息；使就座 n. 坐；栖息

190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191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192 snapdragon 2 ['snæpdrægən] n.[植]金鱼草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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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soc 1 abbr.片上系统（SystemonaChip）；应力光学系数（StressOpticalCoefficient）；转换反转脉冲起始
（StartofConversionPulse）

195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196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197 sony 7 n.索尼（日本电子娱乐公司） n.(Sony)人名；(中非、印尼)索尼

198 special 2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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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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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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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trengths 1 [streŋθs] 强项

203 struggled 1 ['strʌgəld] adj. 努力挣扎的 动词strugg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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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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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07 tendency 1 ['tendənsi] n.倾向，趋势；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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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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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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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11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12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13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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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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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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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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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18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19 too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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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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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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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unreal 1 [,ʌn'riəl] adj.不真实的；假的；幻想的；虚构的

225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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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updates 1 [ʌp'deɪts] 补充资料, 更新材料

227 upon 1 [ə'pɔn] prep.根据；接近；在…之上

228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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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30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31 Vegas 1 [veigəs] n.维加斯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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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vehicles 2 ['viː 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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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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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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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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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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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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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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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il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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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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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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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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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yasuhide 1 安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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