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ising 'Digital Nationalism'
Could Create New Internet Borders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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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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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2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in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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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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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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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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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ternet 14 ['intənet] n.因特网

9 i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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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u 9 abbr.欧盟（EuropeanUnion）；能量单位（EnergyUnit）；熵的单位（EntropyUnit）；等效单位（EquivalentUnit） n.(Eu)人
名；(中)余(普通话·威妥玛)；(英)尤

11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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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privacy 9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13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technology 8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5 a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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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mpanies 7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7 rules 7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9 data 6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20 digital 6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21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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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mo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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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such 6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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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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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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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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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orders 5 n.鲍德斯（公司名，第一家进行全球性扩张的美国图书零售商）

29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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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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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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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reate 5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3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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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5 information 5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36 Lewis 5 ['lju:is] n.路易斯（男子名）

37 lot 5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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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regulations 5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40 Sherman 5 ['ʃə:mən] n.谢尔曼（男子名）

41 there 5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42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3 w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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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ntitrust 4 [,ænti'trʌst] adj.[经]反垄断的；[经]反托拉斯的

45 bet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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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ina 4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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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google 4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49 increasing 4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50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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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regulation 4 [,regju'leiʃən] 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52 security 4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53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54 web 4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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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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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8 agreement 3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59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60 apps 3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61 attempts 3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62 authoritarian 3 [ɔ:,θɔri'tεəriən] adj.独裁主义的；权力主义的 n.权力主义者；独裁主义者

63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64 bo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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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itizens 3 ['sɪtɪzənz] 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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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emocratic 3 [,demə'krætik,-kəl] adj.民主的；民主政治的；大众的

68 efforts 3 ['efəts] 努力

69 faceb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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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71 governments 3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72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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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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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known 3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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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parts 3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77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78 recent 3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79 regulate 3 vt.调节，规定；控制；校准；有系统地管理

80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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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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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still 3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83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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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85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86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7 additional 2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88 amazon 2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89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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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92 block 2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9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94 bumps 2 [bʌmp] v. 碰撞；颠簸而行；提高 n. 肿块；撞击；表面隆起 adv. 突然的；猛烈的

95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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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ensor 2 vt.审查，检查；检查和删节 n.检查员；[心理]潜意识压抑力；信件检查员

98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99 complicated 2 ['kɔmplikeitid] adj.难懂的，复杂的

100 contest 2 vt.争辩；质疑 vi.竞争；争辩 n.竞赛；争夺；争论

101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02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03 divergence 2 [dai'və:dʒəns, di-] n.分歧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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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as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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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107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08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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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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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flow 2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111 flows 2 [f'ləʊz] n. 流量 名词flow的复数形式.

112 freedom 2 ['fri:dəm] n.自由，自主；直率 n.(Freedom)人名；(英)弗里德姆

113 h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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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15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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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nvestigations 2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17 involving 2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18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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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aws 2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2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21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22 massive 2 ['mæsiv] adj.大量的；巨大的，厚重的；魁伟的

123 misuse 2 [,mis'ju:z, ,mis'ju:s] vt.滥用；误用；虐待 n.滥用；误用；虐待

124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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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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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28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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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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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personal 2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31 policies 2 英 ['pɒləsi] 美 ['pɑːl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132 program 2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133 protection 2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134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35 relating 2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136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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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spe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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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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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40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41 threats 2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142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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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us 2 pron.我们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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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47 Washington 2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148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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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150 wide 2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151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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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54 abroad 1 [ə'brɔ:d] adv.在国外；到海外 adj.往国外的 n.海外；异国

155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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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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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159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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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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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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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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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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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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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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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Atlantic 1 [ət'læntik] n.大西洋 adj.大西洋的

171 authoritarianism 1 [ə,θɔ:ri'tɛriənizəm] n.独裁主义；权力主义

172 authority 1 [ɔ:'θɔrəti] n.权威；权力；当局

173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174 bans 1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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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77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78 berners 1 n. 伯纳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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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blocks 1 ['blɒks] n. 街区 名词block的复数形式.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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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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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bump 1 [bʌmp] n.肿块，隆起物；撞击 vi.碰撞，撞击；颠簸而行 vt.碰，撞；颠簸 adv.突然地，猛烈地 n.(Bump)人名；(英、西)
邦普

185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86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187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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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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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coalitions 1 [ˌkəuə'liʃənz] n. 联合体；同盟（名词coalition的复数形式）

192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193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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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196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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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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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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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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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202 contract 1 ['kɔntrækt, kən'trækt] vi.收缩；感染；订约 vt.感染；订约；使缩短 n.合同；婚约

203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204 council 1 ['kaunsəl] n.委员会；会议；理事会；地方议会；顾问班子 n.(Council)人名；(英)康斯尔

205 court 1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206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207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208 credited 1 [k'redɪtɪd] v. 记入贷方；信用 vbl. 记入贷方；信用

209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210 cybersecurity 1 n. 网络安全

211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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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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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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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216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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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directions 1 [dɪ'rekʃnz] n. 用法说明；方向；指令 名词dir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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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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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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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drives 1 n. 驱动程序；驱动器 名词drive的复数形式.

224 ec 1 [ek] abbr.欧共体（EuropeanCommunity）；接地电流（EarthCurrent）；电子计算机（ElectronicComputer）；弹性系数
（ElasticityCoefficient） n.(Ec)人名；(英)埃克(男子教名Alexander的昵称)

225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22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227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228 enacting 1 [ɪ'nækt] vt. 制定法律；扮演

229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230 enforcing 1 英 [ɪn'fɔːs] 美 [ɪn'fɔː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231 equip 1 [i'kwip] vt.装备，配备

232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233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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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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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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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pense 1 [ik'spens] n.损失，代价；消费；开支 vt.向…收取费用 vi.被花掉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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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240 fined 1 [faɪnd] adj. 罚款的；被罚的 动词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1 firewall 1 ['faiəwɔ:l] n.防火墙 vt.用作防火墙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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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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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formally 1 ['fɔ:məli] adv.正式地；形式上

245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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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framework 1 ['freimwə:k] n.框架，骨架；结构，构架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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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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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51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252 go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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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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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256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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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highway 1 ['haiwei] n.公路，大路；捷径

259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260 humanity 1 [hju:'mænəti] n.人类；人道；仁慈；人文学科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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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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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5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266 influencing 1 ['ɪnflʊənsɪŋ] adj. 影响的 influence的现在进行分词形式.

267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268 inventing 1 [ɪn'vent] vt. 发明；捏造

269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70 justification 1 [,dʒʌstifi'keiʃən] n.理由；辩护；认为有理，认为正当；释罪

271 Justin 1 ['dʒʌstin] n.贾斯廷（男子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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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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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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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lee 1 [li:] n.保护；背风处 adj.保护的；庇荫的；避风的 n.(Lee)人名；(朝)李；(中)李(普通话·威妥玛)；(柬)利；(中)李(广东话·威
妥玛)

277 legislators 1 ['ledʒɪsleɪtəz] 立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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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limiting 1 ['limitiŋ] adj.限制的；限制性的 v.限制；限定（limit的现在分词）

280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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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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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longstanding 1 英 [ˌlɒŋ'stændɪŋ] 美 ['lɒŋ'stændɪŋ] adj. (已持续)长时间的；为时甚久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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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286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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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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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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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291 microsoft 1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292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293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294 nationalism 1 ['næʃənəlizəm] n.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民族特性

29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29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97 negotiator 1 [ni'gəuʃieitə, -si-] n.谈判者；磋商者；交涉者

298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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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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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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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obedience 1 [ə'biː diəns] n.顺从；服从；遵守 n.(Obedience)人名；(英)奥贝丁丝

303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304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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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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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309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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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312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1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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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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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performs 1 英 [pə'fɔːm] 美 [pər'fɔː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31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19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320 politically 1 [pə'litikli] adv.政治上

321 predicted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32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32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324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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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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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28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329 protocol 1 ['prəutəkɔl] n.协议；草案；礼仪 vt.拟定 vi.拟定

330 protocols 1 [p'rəʊtəkɒlz] n. 外交礼仪；草案；协议；规章制度（名词protocol的复数形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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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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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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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receive 1 [ri'si:v] vt.收到；接待；接纳 vi.接收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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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recreated 1 [ˌriː kri'eɪt] v. 再创造；使得到休养；得到消遣；休息娱乐

338 regulatory 1 ['regjulətəri] adj.管理的；控制的；调整的

339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340 relationships 1 [rɪ'leɪʃnʃɪps] 关系[式]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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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replacement 1 [ri'pleismənt] n.更换；复位；代替者；补充兵员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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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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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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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reshaped 1 [ˌriː 'ʃeɪp] v. 重新塑造；使成新的形状；改造；打开新局面

348 restrict 1 [ri'strikt] vt.限制；约束；限定

349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350 resulted 1 [rɪ'zʌlt] n. 结果；成果；答案；成绩；(足球比赛)赢 v. 产生；致使

35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35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353 rising 1 ['raiziŋ] n.上升；起床；造反 adj.上升的；上涨的；新兴的 adv.接近 v.上升（rise的ing形式） n.(Rising)人名；(瑞典)里
辛；(英)赖辛

354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355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356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357 ruling 1 ['ru:liŋ] adj.统治的；主要的；支配的；流行的，普遍的 n.统治，支配；裁定

358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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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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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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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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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364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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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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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7 shield 1 [ʃi:ld] n.盾；防护物；保护者 vt.遮蔽；包庇；避开；保卫 vi.防御；起保护作用 n.(Shield)人名；(英)希尔德

368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369 smartphone 1 英 ['smɑːtfəʊn] 美 ['smɑːrtfoʊn] n. Microsoft开发的新一代手机操作系统平台；智能手机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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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72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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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374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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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strategic 1 [strə'ti:dʒik] adj.战略上的，战略的

377 strict 1 [strikt] adj.严格的；绝对的；精确的；详细的

378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379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38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81 superhighway 1 [,sju:pə'haiwei] n.（美）超级高速公路（等于expressway）

382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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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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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5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386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ːl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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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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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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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392 tim 1 [tim] n.蒂姆（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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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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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5 transatlantic 1 [,trænzət'læntik, ,træns-, ,trɑ:n-] adj.大西洋彼岸的，横渡大西洋的；美国的

396 trump 1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397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98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9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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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unfair 1 [,ʌn'fεə]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402 unfairly 1 [ʌn'fɛəli] adv.不公平地；不正当地

403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404 unnecessary 1 [,ʌn'nesəsəri] adj.不必要的；多余的，无用的

405 uphold 1 [ʌp'həuld] vt.支撑；鼓励；赞成；举起

406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407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40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409 vet 1 [vet] vt.审查；诊疗 vi.作兽医；诊疗 n.兽医 n.(Vet)人名；(柬)韦；(罗)韦特

410 vetting 1 [vet] n. 兽医；老兵 vt. 诊疗；审查 vi. 作兽医

411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412 violating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413 violations 1 [vaɪə'leɪʃnz] n. 侵害，违反（名词violation的复数形式）

414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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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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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7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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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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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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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422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423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