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1 [As It Is] Boom or Bust_ The Wild World of Crypto
Lending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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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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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defi 12 [di'fai] n.挑战；违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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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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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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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money 9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2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3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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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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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new 6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 percen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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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platforms 6 [p'lætfɔː mz] 平台

1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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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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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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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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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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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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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finance 4 [fai'næns] n.财政，财政学；金融 vt.负担经费，供给…经费 vi.筹措资金 n.(Finance)人名；(法)菲南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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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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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industry 4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29 interest 4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30 Internet 4 ['intənet] n.因特网

31 mo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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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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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onl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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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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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uch 4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6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8 traditional 4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39 websites 4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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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anks 3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42 borrower 3 ['bɔrəuə] n.剽窃者，借用人

43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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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llateral 3 [kə'lætərəl] adj.并行的；旁系的；附属的 n.抵押品；[法]担保品；旁系亲属

45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46 digital 3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47 investors 3 [ɪn'vestəz] 投资者

48 legal 3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49 loans 3 ['ləʊnz] 贷款

50 my 3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51 rates 3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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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h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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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5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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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8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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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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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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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bas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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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t 2 [bet] n.打赌，赌注；被打赌的事物 vt.打赌；敢断定，确信 vi.打赌 n.(Bet)人名；(意、以、瑞典、英)贝特

65 capital 2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66 code 2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67 coins 2 n.硬币（coin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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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rypto 2 ['kriptəu] n.秘密赞同者；秘密党员

70 decentralized 2 [ˌdiː 'sentrəlaɪzd] adj. 分散的 动词de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1 dollars 2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72 financing 2 [fi'nænsiŋ] n.融资；财务；筹措资金 v.筹措资金；财政管理；从事金融活动（finance的ing形式）

73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74 grow 2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75 higher 2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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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8 invest 2 [in'vest] vt.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投资，入股；花钱买

79 lending 2 ['lendiŋ] n.出借；出借物 adj.出借的 v.贷款；提供（lend的ing形式）；借给

80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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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loan 2 [ləun] n.贷款；借款 vi.借出 vt.借；借给

82 lo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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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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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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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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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87 ones 2 [wʌnz] n.刻录软件

88 operate 2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89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90 portfolio 2 [pɔ:t'fəuljəu, ,pəut-] n.公文包；文件夹；证券投资组合；部长职务

91 re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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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returns 2 [rɪ'tɜːnz] n. 报告；统计表；研究成果 名词return的复数形式.

93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94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95 security 2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96 shand 2 n. 尚德

97 she 2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98 since 2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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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specif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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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02 technologies 2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ːl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103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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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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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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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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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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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website 2 ['websaɪt] n. 网站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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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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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14 zeroes 2 英 ['zɪərəʊ] 美 ['zɪroʊ] n. 零；零度；最低点；完全没有；无足轻重的人或物 adj. 零的；无价值的；零视度的 v. 把 ... 调
零；瞄准；集中注意；迫近

115 actual 1 ['æktʃuəl] adj.真实的，实际的；现行的，目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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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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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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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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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22 Anderson 1 ['ændəsn] n.安德森市（美国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男子名）

123 antoine 1 [æn'twɑ:n] n.安托万（男子名，Anthony的异体）

124 appointed 1 [ə'pɔintid] adj.约定的，指定的 v.任命；指定；约定时间，地点（appoint的过去分词形式）

125 assets 1 ['æset] n. 资产；优点；有用的东西

126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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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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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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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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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33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134 board 1 [bɔ:d] n.董事会；木板；甲板；膳食 vt.上（飞机、车、船等）；用板盖上；给提供膳宿 vi.寄宿 n.(Board)人名；(英、西)
博德

135 boom 1 [bu:m] vt.使兴旺；发隆隆声 vi.急速发展；发隆隆声 n.繁荣；吊杆；隆隆声 n.(Boom)人名；(法、德)博姆

136 borrowers 1 ['bɒrəʊəz] 借款人

137 borrowing 1 ['bɔrəuiŋ] n.借款；借用 v.借入；采用（borrow的ing形式）

138 brice 1 [brais] n.布赖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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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41 bust 1 [bʌst] vi.破产；爆裂；降低级别 vt.使破产；使爆裂；逮捕 n.破产；半身像；萧条；胸部 adj.破产了的；毁坏了的 n.(Bust)
人名；(德)布斯特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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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byrne 1 n. 伯恩

14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5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46 caught 1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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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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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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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coin 1 [kɔin] vt.铸造（货币）；杜撰，创造 n.硬币，钱币 n.(Coin)人名；(西、意)科因；(法)库安

152 combining 1 [kəm'bainiŋ] adj.化合的，结合性的 v.结合（combine的ing形式）

153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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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content 1 ['kɔntent] n.内容，目录；满足；容量 adj.满意的 vt.使满足 n.(Content)人名；(法)孔唐

155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156 contracts 1 英 ['kɒntrækt] 美 ['kɑːntrækt] n. 合同；婚约；合约；契约 v. 缩小；订合同；缩短；感染（疾病）；招致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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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59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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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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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ouple 1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163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164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65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66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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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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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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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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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dream 1 [dri:m] vi.梦想；做梦，梦见；想到 n.梦想，愿望；梦 vt.梦想；做梦；想到 adj.梦的；理想的；不切实际的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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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75 earn 1 [ə:n] vt.赚，赚得；获得，挣得；使得到；博得 n.(Earn)人名；(泰)炎

176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177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78 economies 1 [ɪ'kɒnəmɪz] 节约；经济（名词econom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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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ffectiveness 1 [ə'fektivnis] n.效力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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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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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uros 1 n. 欧元 名词euro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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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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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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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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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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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91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2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93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94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95 frightened 1 ['fraitnd] adj.害怕的；受惊的；受恐吓的 v.害怕；使吃惊；吓走（frighten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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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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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200 Goldman 1 [gəuld,mən] n.高曼（姓氏）

201 governmental 1 [,gʌvən'mentəl] adj.政府的；政治的；统治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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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204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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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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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hostile 1 ['hɔstail, -təl]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 n.敌对

208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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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210 icos 1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Onomastic Sciences 国际术语科学委员会

211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212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13 initial 1 [i'niʃəl] adj.最初的；字首的 vt.用姓名的首字母签名 n.词首大写字母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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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216 invests 1 [ɪn'vest] v. 投资；投入

217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218 Israeli 1 [iz'reili] adj.以色列的；以色列人的 n.以色列人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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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221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222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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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Lausanne 1 [ləu'zɑ:n; -'zæn] n.洛桑市（瑞士一城市名）

225 law 1 [lɔ:] n.法律；规律；法治；法学；诉讼；司法界 vi.起诉；控告 vt.控告；对…起诉 n.(Law)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
(英、缅、柬)劳

226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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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229 lend 1 [lend] vt.贷；增添，提供；把……借给 vi.贷款 n.(Lend)人名；(德)伦德

230 lender 1 ['lendə] n.贷方；[金融]出借人 n.(Lender)人名；(德、匈、瑞典)伦德；(法)朗德

231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232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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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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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236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237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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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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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41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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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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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aya 1 ['maiə] n.马雅人；马雅语 adj.马雅人的；马雅语的

246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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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mid 1 [mid] adj.中间的；中央的 prep.在…之中 n.(Mid)人名；(柬)米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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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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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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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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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observers 1 [əb'zɜːvəz] 观测器

255 obvious 1 ['ɔbviəs] adj.明显的；显著的；平淡无奇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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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258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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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61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62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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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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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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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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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art 1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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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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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73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74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275 popularity 1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276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77 Preston 1 ['prestən] n.普勒斯顿（男子名；英国港市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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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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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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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82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283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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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pulse 1 [pʌls] n.[电子]脉冲；脉搏 vt.使跳动 vi.跳动，脉跳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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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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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r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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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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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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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93 restore 1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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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retire 1 [ri'taiə] vi.退休；撤退；退却 vt.退休；离开；收回 n.退休；退隐；退兵信号

296 retirement 1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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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risen 1 ['rizən] adj.升起的 v.升高；站起来；反抗（rise的过去分词）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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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rooted 1 ['ru:tid, 'ru-] adj.根深蒂固的；生根的 v.生根（root的过去式）

301 Sachs 1 [zaks] n.萨克斯（汽车零配件生产厂商）

302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303 saved 1 ['seɪvd] adj. 保存了的；获救的 v. 救；节省；保存（动词s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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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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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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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309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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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312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313 sound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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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315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316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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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student 1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318 supervision 1 [,sju:pə'viʒən] n.监督，管理

319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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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Switzerland 1 ['switsələnd] n.瑞士（欧洲国家）

32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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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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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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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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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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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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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thousand 1 ['θauzənd] n.一千；一千个；许许多多 adj.成千的；无数的

330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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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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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34 track 1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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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337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338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339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340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41 untested 1 [ˌʌn'testɪd] adj. 未试验的；未测试的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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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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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4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46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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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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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51 wild 1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35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5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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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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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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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