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31 [As It Is] Has Apple's Chief Tim Cook Replaced Steve
Job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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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cepted 1 [ək'septid] adj.公认的；录取的；可接受的；已承兑的 v.接受（accep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 accomplishments 1 [ə'kʌmplɪʃmənts] n. 造诣 名词accomplishment的复数形式.

5 activated 1 ['æktiveitid] adj.活性化的；活泼的 v.使激活；使活动起来；有生气（activa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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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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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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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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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exa 1 [ə'leksə] n.一家专门发布网站世界排名的网站；亚莉克莎（女子名）

13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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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16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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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mount 2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9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alyst 2 ['ænəlist] n.分析者；精神分析医师；分解者

21 analyzes 1 ['ænəlaɪz] vt. 分析；解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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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red 1 英 ['æŋɡə(r)] 美 ['æŋɡər] n. 愤怒；怒火 vt. 激怒 vi. 发火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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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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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27 appl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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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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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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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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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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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34 assistants 1 [ə'sɪstənts] n. 助手；助理；[医]助剂 名词assistant的复数.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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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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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attempts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38 attracted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39 augmented 2 [ɔ:g'mentid] adj.增广的；增音的；扩张的



40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1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42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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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have 1 [bi'heiv] vi.表现；（机器等）运转；举止端正；（事物）起某种作用 vt.使守规矩；使表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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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believed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7 billion 3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48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9 buds 2 [bʌd] n. 芽；花蕾 vi. 发芽；萌芽 vt. 使发芽

50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51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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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53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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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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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taker 1 ['kεə,teikə] n.看管者；看门人；守护者 adj.临时代理的

56 c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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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elebrate 1 vt.庆祝；举行；赞美；祝贺；宣告 vi.庆祝；过节；举行宗教仪式

58 CEO 3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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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61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62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63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64 compan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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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6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67 cook 13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68 corporate 1 adj.法人的；共同的，全体的；社团的；公司的；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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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1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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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74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75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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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78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9 devices 4 [dɪ'vaɪsɪz] n. 设备

80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81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82 digital 4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83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84 dividend 2 n.红利；股息；[数]被除数；奖金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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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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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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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多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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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ar 2 [iə] n.耳朵；穗；听觉；倾听 vi.（美俚）听见；抽穗 n.(Ear)人名；(柬)伊

90 ears 1 abbr. 电声额定系统(=Electro-Acoustic Rating System)； n. 耳朵（名词ear的复数形式）；【报刊】报头小栏，报耳

91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92 economy 1 [i'kɔnəmi] n.经济；节约；理财 n.(Economy)人名；(英)伊科诺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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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5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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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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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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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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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03 eyewear 1 ['ai,wεə] n.眼镜；眼镜防护；护目镜

104 faced 2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05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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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BI 1 [ˌefbiː 'aɪ] abbr. 美国联邦调查局(=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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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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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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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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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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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orce 2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114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11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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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gay 2 [gei] adj.快乐的；放荡的；艳丽的 n.同性恋者 n.(Gay)人名；(西)加伊；(英、法、瑞典、毛里塔)盖伊

118 gene 1 [dʒi:n] n.[遗]基因，遗传因子

119 generated 1 [d'ʒenəreɪtɪd] adj.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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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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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greatest 1 ['greɪtɪst] adj. 最大的 形容词great的最高级.

124 h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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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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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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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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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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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30 howe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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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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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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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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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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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8 income 1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39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40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14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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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interactive 1 [,intər'æktiv] adj.交互式的；相互作用的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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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vestigations 1 [ɪnvestɪ'ɡeɪʃnz] 调查

146 iphone 9 ['aɪfon] n. 美国苹果公司2007年夏天推出的智能手机；据称选用iPhone作为手机名称是为了利用苹果Mp3播放器iPod在国
际的知名度

147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8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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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1 jobs 6 [dʒɔbs] n.工作（job的复数形式）

152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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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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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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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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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59 listening 1 ['lisəniŋ] adj.收听的；助听的 n.倾听 v.听（listen的ing形式）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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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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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163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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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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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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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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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69 marke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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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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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172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73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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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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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Munster 1 n.明斯特（德国一小镇）

17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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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ewness 1 ['nju:nis] n.新奇；崭新

179 ninth 1 [nainθ] num.第九 adj.第九的；九分之一的 n.九分之一

180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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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3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184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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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87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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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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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penly 1 adv.公开地；公然地；坦率地

190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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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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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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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utgrew 1 v.长出；生长过快（outgrow的过去分词）

194 ov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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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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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97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98 PAYE 1 [ˌpiː eɪwaɪ'iː ] abbr. 预扣所得税(=Pay As You Earn) abbr. 开车入内付费(=Pay As You Enter)

199 pays 1 n.（法）国家；[劳经]报酬（pay的复数） v.支付（p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Pays)人名；(法)佩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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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erformance 1 n.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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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hone 2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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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laced 2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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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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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09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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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product 3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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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rofits 1 n.[会计]收益，红利；盈利（profit的复数）

214 programs 1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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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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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ebuilt 1 [ri:'bilt] v.重新组装（rebuil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重建

218 recession 1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219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220 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221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22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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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volutionary 2 [,revə'lju:ʃənəri] adj.革命的；旋转的；大变革的 n.革命者

225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26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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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ales 2 [seilz] adj.销售的，售货的；有关销售的 n.销售（sale的复数）；销售额 n.(Sales)人名；(意、西、葡)萨莱斯；(法)萨勒；
(英)塞尔斯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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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31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32 screens 1 [skriː nz] n. 屏幕 名词screen的复数形式.

233 seems 1 [siː mz] seem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34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35 sex 1 [seks] n.性；性别；性行为；色情 vt.引起…的性欲；区别…的性别

236 sexually 1 ['sekʃuəli] adv.性别地；两性之间地

237 shand 2 n. 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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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iri 1 n. 西丽

240 skill 1 [skil] n.技能，技巧；本领，技术 n.(Skill)人名；(瑞典)希尔

241 slowdown 1 ['sləudaun] n.减速；怠工；降低速度

242 slowing 1 英 [sləʊɪŋ] 美 [sloʊɪŋ] n. 慢化；减速 动词slow的现在分词形式.

243 smartphones 1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244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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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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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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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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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teve 3 [sti:v] n.史蒂夫（男子名）

250 stock 3 n.股份，股票；库存；血统；树干；家畜 adj.存货的，常备的；平凡的 vt.进货；备有；装把手于… vi.囤积；办货；出
新芽 n.(Stock)人名；(德、匈、捷)施托克；(英、法、葡、瑞典)斯托克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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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ores 1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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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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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ubscriptions 1 [səbsk'rɪpʃnz] 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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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8 sunk 1 [sʌŋk] adj.凹陷的 vi.下沉（sink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259 supporter 1 [sə'pɔ:tə] n.支持者；拥护者

260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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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ax 1 [tæks] vt.向…课税；使负重担 n.税金；重负 n.(Tax)人名；(英、匈、捷)塔克斯

263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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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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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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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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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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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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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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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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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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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5 threatens 1 ['θretn] v. 威胁；恐吓；似将发生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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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im 2 [tim] n.蒂姆（男子名）

278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79 to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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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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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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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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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rillion 1 ['triljən] n.[数]万亿 adj.万亿的 num.[数]万亿

284 TV 1 ['ti:'vi:] abbr.电视（television）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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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updates 1 [ʌp'deɪts] 补充资料, 更新材料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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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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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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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users 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91 value 2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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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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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96 war 1 [wɔ:] n.战争，斗争；军事，战术；冲突，对抗，竞争 vi.打仗，作战；对抗

29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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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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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1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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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ireless 1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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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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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orried 1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307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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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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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