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1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_ Millions of Smart
Devices Face Risks of Hacking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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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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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cessible 2 [ək'sesəbl] adj.易接近的；可进入的；可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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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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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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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visory 2 [əd'vaizəri] adj.咨询的；顾问的；劝告的 n.报告；公告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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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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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6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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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yone 2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8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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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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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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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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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tack 1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25 attackers 3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26 attacks 3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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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wais 1 n. 阿韦斯

29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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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3 Bristol 2 ['bristəl] n.布里斯托尔（英国西部的港口城市）

34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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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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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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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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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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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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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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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ameras 1 ['kæmərəz] 照相机； 暗箱； 摄像机； 摄影机

43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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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eless 1 ['kεəlis] adj.粗心的；无忧无虑的；淡漠的 n.(Careless)人名；(英)凯尔利斯

45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6 c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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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ty 1 卡蒂

48 challenge 2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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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isa 2 奇萨

51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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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54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5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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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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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mputer 5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5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59 contacted 1 英 ['kɒntækt] 美 ['kɑːntækt] n. 接触；联系；熟人 v. (与)联系；(与)接触 adj. 接触的

60 control 4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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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oling 1 ['ku:liŋ] adj.冷却的 n.冷却 n.(Cooling)人名；(英)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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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stante 2 科斯坦特

65 could 6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6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7 critical 1 ['kritikəl] adj.鉴定的；[核]临界的；批评的，爱挑剔的；危险的；决定性的；评论的

68 cybersecurity 3 n. 网络安全

69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0 dangers 1 丹赫尔斯

71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72 defensive 1 [di'fensiv] adj.自卫的；防御用的 n.防御；守势

73 denial 1 [di'naiəl] n.否认；拒绝；节制；背弃

74 designed 3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5 destructive 1 [di'strʌktiv] adj.破坏的；毁灭性的；有害的，消极的

76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77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8 devices 9 [dɪ'vaɪsɪz] n. 设备

79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80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81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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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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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86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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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LISA 1 [i'li:zə] abbr.酶联免疫吸附测定（enzyme-linkedimmunosorbentassay） n.(Elisa)人名；(英)埃莉莎；(法、意、西、葡、芬、
罗、德)埃莉萨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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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quipment 2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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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92 e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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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94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experts 2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6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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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99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100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101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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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ix 1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104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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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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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8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109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10 gotten 1 ['gɔtən] v.得到；达到（get的过去分词）

111 hack 1 vt.砍，猛踢 vi.砍，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n.雇佣文人；杂务人员；砍 n.(Hack)人名；(英、西、芬、阿拉伯、毛
里求)哈克；(法)阿克

112 hackers 1 ['hækərz] 黑客

113 hacking 3 ['hækiŋ] adj.骑马的 v.砍；出租（hack的ing形式） n.(Hacking)人名；(英)哈金

114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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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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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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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118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19 h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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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1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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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3 industrial 1 [in'dʌstriəl] adj.工业的，产业的；从事工业的；供工业用的；来自勤劳的 n.工业股票；工业工人

124 infected 1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125 infrastructure 1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126 Internet 6 ['intənet] n.因特网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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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P 2 abbr.互联网协议（InternetProtocol）；工业生产（IndustrialProduction）；项目处理（ItemProcessing）；位置辨识
（IdentificationofPosition）；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

129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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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ssu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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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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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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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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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136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37 lessen 1 ['lesən] vt.使…变小；使…减轻；使…变少 vi.减少；减轻；变小 n.(Lessen)人名；(德、罗)莱森

138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39 lock 1 [lɔk] vt.锁，锁上；隐藏 vi.锁；锁住；卡住 n.锁；水闸；刹车 n.(Lock)人名；(英、丹、德、瑞典)洛克

140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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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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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manufacturers 3 [mænjʊ'fæktʃərəz] n. 生产商；制造商 名词manufactur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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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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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47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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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millions 2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50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51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52 networks 5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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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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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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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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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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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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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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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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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op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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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operating 1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163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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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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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66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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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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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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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wned 1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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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72 pathway 1 ['pɑ:θwei, 'pæθ-] n.路，道；途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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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pay 1 vt.支付，付；偿还，补偿；给予 vi.付款；偿还 n.工资，薪水；付款；报答 adj.收费的；需付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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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76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177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178 p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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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80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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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printers 1 ['prɪntərs] n. 打印机；印刷工 名词printer的复数形式.

182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83 progra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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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rogramming 1 ['prəugræmiŋ, -grə-] n.设计，规划；编制程序，[计]程序编制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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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ransomware 2 [ræn'sɒmweə] n. 勒索软体

187 rashid 3 n. 拉西德

188 reached 1 到达

189 relates 1 [rɪ'leɪt] v. 叙述；使有联系；有关联；涉及；符合；发生共鸣

190 report 6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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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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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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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risks 4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196 ru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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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198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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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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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01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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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ecurity 6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04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05 separated 1 ['sepəreitid] adj.分开的；分居；不在一起生活的 v.分开；隔开（sepa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6 servers 1 ['sɜ rːvərs] n. 【计】服务器；佣人，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

207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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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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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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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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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14 smart 2 [smɑ tː] adj.聪明的；巧妙的；敏捷的；厉害的；潇洒的；剧烈的；时髦的 n.(Smart)人名；(法)斯马尔；(英、德)斯马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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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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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oftware 6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17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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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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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ource 3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21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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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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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25 systems 5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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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28 tcp 2 abbr. 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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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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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32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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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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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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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8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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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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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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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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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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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245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46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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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us 1 pron.我们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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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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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53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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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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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vulnerabilities 5 [vʌlnərə'bɪlɪtɪz] n. 脆弱点

257 vulnerable 2 ['vʌlnərəbl] adj.易受攻击的，易受…的攻击；易受伤害的；有弱点的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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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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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warning 1 ['wɔ:niŋ] n.警告；预兆；预告 adj.警告的；引以为戒的 v.警告（warn的ing形式） n.(Warning)人名；(德)瓦宁

26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2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263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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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eaknesses 2 ['wiː knəsɪz] 劣势

265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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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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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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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with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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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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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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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worst 1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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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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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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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