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4-02 [Everyday Grammar] Fight Online Crime with Gramma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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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ess 1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3 account 13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4 accounts 5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5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6 action 2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7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8 activity 3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9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0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1 address 1 vt.演说；从事；忙于；写姓名地址；向…致辞；与…说话；提出；处理 n.地址；演讲；致辞；说话的技巧；称呼

12 advice 4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13 advised 1 [əd'vaizd] adj.考虑过的；细想过的 v.建议（advise的过去分词）；劝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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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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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7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8 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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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10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ot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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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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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yone 2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4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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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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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n 1 阿伦

28 Arnold 1 ['ɑ:nəld] n.阿诺德（男子名）

29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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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sk 2 [ɑ:sk, æsk] vt.问，询问；要求；需要；邀请；讨价 vi.问，询问；要求 n.(Ask)人名；(芬、瑞典)阿斯克

32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33 asks 1 英 [ɑːsk] 美 [æsk] v. 询问；请求；邀请；要求；开价；期待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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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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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ttempts 2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37 attract 1 [ə'trækt] vt.吸引；引起 vi.吸引；有吸引力

38 authentication 3 [ɔ:,θenti'keiʃən] n.证明；鉴定；证实

39 automatically 2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40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41 back 2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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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42 backing 1 ['bækiŋ] n.支持；后退；支持者；衬背 v.支持（back的ing形式）

43 backups 1 ['bækʌps] n. 备份

44 bad 2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45 bait 2 [beit] vt.引诱；在…中放诱饵；折磨 n.饵；诱饵 vi.中途休息 n.(Bait)人名；(意)巴伊特

46 bank 2 [bæŋk] n.银行；岸；浅滩；储库 vt.将…存入银行；倾斜转弯 vi.堆积；倾斜转弯 n.(Bank)人名；(英、德、俄)班克；(法、
匈)邦克

47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48 basing 1 [beɪs] n. 底部；基地；基础；基数；基线；(棒球)垒；[化]碱 vt. 以 ... 作基础 adj. 卑鄙的；不道德的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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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51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52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53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54 below 2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55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56 billing 1 ['biliŋ] n.广告；记帐；开发票；演员表；总账款 v.开帐单（bill的ing形式） n.(Billing)人名；(英、德、芬、瑞典、匈)比林

57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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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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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61 business 3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62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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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button 1 n.按钮；纽扣 vt.扣住；扣紧；在…上装纽扣 vi.扣住；装有纽扣；扣上纽扣 n.(Button)人名；(英)巴顿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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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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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68 c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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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ard 2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70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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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73 categories 1 ['kætɪɡərɪz] n. 类别；种类；范畴 名词category的复数形式.

74 caught 2 [kɔ:t] v.捕捉（catch的过去分词）

75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76 cen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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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entre 1 ['sentə] vi.以…为中心 vt.集中；将…放在中央 n.中心 adj.中央的

78 clearer 1 ['kliərə] n.[助剂]澄清剂；清洁器 adj.更清楚的

79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80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法)
克卢；(英)克劳德

81 commas 1 n. 逗号（comma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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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commission 2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84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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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86 communication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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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compan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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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omputer 4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89 computers 1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90 confirm 2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91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92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93 correct 3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94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9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96 credentials 2 [kri'denʃəlz] n.[管理]证书；文凭；信任状（credential的复数） v.得到信用；授…以证书（credential的三单形式）

97 credit 2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98 crime 1 [kraim] n.罪行，犯罪；罪恶；犯罪活动 vt.控告……违反纪律

99 criminal 1 ['kriminəl] n.罪犯 adj.刑事的；犯罪的；罪恶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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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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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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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cybercrime 4 英 ['saɪbəkraɪm] 美 ['saɪbərkraɪm] n. 网络犯罪

104 cybersecurity 2 n. 网络安全

105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106 data 4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07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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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dear 5 [diə] adj.亲爱的；尊敬的；昂贵的 adv.高价地；疼爱地 int.哎呀 n.亲爱的人 n.(Dear)人名；(英、西)迪尔

110 definite 1 ['definit] adj.一定的；确切的

111 deleting 2 [dɪ'liː tɪŋ] n. 删除 动词dele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12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113 details 5 n.细节（detail的复数）；详细资料 v.详细说明（detail的三单形式）

114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15 do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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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does 4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17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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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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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du 4 abbr. 教育机构(网址)(=educational institution) abbr. 指数式衰变单元制导计算机(=Exponential Decay Unit)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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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mail 5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23 emails 3 ['iː meɪlz] 邮件

124 enable 3 [i'neibl] vt.使能够，使成为可能；授予权利或方法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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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ngl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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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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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r 1 [ə:; ə] abbr.急诊室（emergencyroom）；大地回路（EarthReturn）；回波测距（EchoRanging）；工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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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ineeringReport）；外阻（ExternalResistance） n.(Er)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余；(土)埃尔

12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30 everyday 1 ['evridei] adj.每天的，日常的 n.平时；寻常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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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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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ternal 1 [ik'stə:nəl] adj.外部的；表面的；[药]外用的；外国的；外面的 n.外部；外观；外面

135 extra 1 ['ekstrə] adv.特别地，非常；另外 n.临时演员；号外；额外的事物；上等产品 adj.额外的，另外收费的；特大的

136 factor 3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
(英)法克特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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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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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Federal 2 ['fedərəl] adj.联邦的；同盟的 n.北部联邦同盟盟员；北京连邦软件产业发展公司，国内主要的正版软件经销商 n.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140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141 file 1 n.文件；档案；文件夹；锉刀 vt.提出；锉；琢磨；把…归档 vi.列队行进；用锉刀锉 n.(File)人名；(匈、塞)菲莱

142 files 1 [faɪlz] n. [计算机] DOS命令 : 设置允许同时打开的最多文件数 名词file的复数形式.

143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144 f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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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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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fish 2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147 foll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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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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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form 3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50 formal 1 ['fɔ:məl] adj.正式的；拘谨的；有条理的 n.正式的社交活动；夜礼服 n.(Formal)人名；(法)福马尔

151 forming 1 ['fɔː mɪŋ] n. 形成(成形法；模锻) v. 形成

152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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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from 1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5 ftc 2 [ˌeftiː 'siː ] abbr. 美国联邦贸易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156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57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58 give 2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59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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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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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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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grammar 8 ['græmə] n.语法；语法书

164 grammatical 2 [grə'mætikəl] adj.文法的；符合语法规则的

165 greeting 2 ['gri:tiŋ] n.问候，招呼；祝贺 v.致敬，欢迎（greet的现在分词）

166 hacker 1 ['hækə] n.电脑黑客，企图不法侵入他人电脑系统的人 n.(Hacker)人名；(英)哈克

167 hackers 1 ['hækərz] 黑客

168 hacks 1 [hæk] n. 劈或砍；乱踢；咳嗽 n. 供出租的马车；雇佣文人；（美口）出租车 vt. 非法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vi. 劈或砍；
咳嗽

169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70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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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71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72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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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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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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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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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78 hi 4 [hai] int.嗨！（表示问候或用以唤起注意） n.(Hi)人名；(柬)希

179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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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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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84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85 immediate 1 [i'mi:diət] adj.立即的；直接的；最接近的

186 in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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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infinitive 1 n.原形，原形动词，不定式 adj.原形的，不定式的

188 informal 1 adj.非正式的；不拘礼节的；随便的；通俗的；日常使用的

189 information 4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90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91 Internet 8 ['intənet] n.因特网

192 int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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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194 is 2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95 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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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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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99 knowledge 3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200 language 3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01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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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204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205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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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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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09 log 4 vi.伐木 vt.切；伐木；航行 n.记录；航行日志；原木

210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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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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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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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mail 2 [meil] n.邮件；邮政，邮递；盔甲 vt.邮寄；给…穿盔甲 vi.邮寄；寄出 n.(Mail)人名；(法)马伊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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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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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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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218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19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20 meantime 1 ['mi:n'taim] n.其时，其间 adv.同时；其间

221 message 17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22 messages 4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223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224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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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mistake 3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227 mistakes 4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228 mobile 1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229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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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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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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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multi 3 ['mʌlti] pref.多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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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n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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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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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37 netflix 3 ['netfliː ks] n. 出租DVD；在线观看电影的网站。

238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39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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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42 next 2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43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44 not 1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45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246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247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48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49 off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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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official 5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51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52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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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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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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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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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or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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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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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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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our 4 ['auə, ɑ:] pron.我们的

260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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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owners 2 ['əʊnəz] 业主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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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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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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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assive 1 ['pæsiv] adj.被动的，消极的；被动语态的 n.被动语态

266 password 2 ['pɑ:swə:d, 'pæs-] n.密码；口令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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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ayment 2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269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70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271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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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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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pH 1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274 phishing 9 ['fɪʃɪŋ] n. 网络钓鱼（通过互联网或电邮骗取他们身份证件、银行账号等以盗取金钱）

275 phone 3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76 phreaking 1 ['fri:kiŋ] n.指控制电话系统的过程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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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plural 1 ['pluərəl] adj.复数的 n.复数

279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280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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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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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protect 5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84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85 providing 1 [prəu'vaidiŋ] conj.假如，以…为条件 v.供给（provide的ing形式）；预备

286 punctuation 2 [,pʌŋktju'eiʃən] n.标点；标点符号

287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88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89 re 2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90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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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93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294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95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96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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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99 risks 2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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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301 Robbins 3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302 rul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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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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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ays 4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05 scammer 1 ['skæmə] n.调情的人；骗子

306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307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308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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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ecurity 5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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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een 2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313 sending 1 ['sendɪŋ] 发送； 派遣

314 sentence 1 ['sentəns] n.[语][计]句子，命题；宣判，判决 vt.判决，宣判

315 sentences 2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316 separate 1 vt.使分离；使分开；使分居 vi.分开；隔开；分居 adj.单独的；分开的；不同的；各自的； n..分开；抽印本

317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318 servic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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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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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setting 1 ['setiŋ] n.环境；安装；布置；[天]沉落 v.放置；沉没；使…处于某位置（se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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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323 should 5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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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sm 1 abbr. (=master of science；sergeant major；service mark；stage manager；stationmaster；small) 理学学士；士兵勋章；舞台策
划；小的

326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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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software 3 ['sɔftwεə, 'sɔ:-] n.软件

328 s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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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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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spacing 2 ['speisiŋ] n.间隔；调节间隔；字距 v.分隔（space的ing形式）

331 spelled 1 [spel] v. 拼写；拼成；导致；暂时代替 n. 咒语；魔力；一段时间；一阵发作；轮班

332 spelling 6 ['speliŋ] n.拼写；拼字；拼法 v.拼写；意味着（spell的ing形式）；迷住 n.(Spelling)人名；(英)斯佩林

333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334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335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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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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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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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supposed 1 [sə'pəuzd] adj.假定的；被信以为真的；想象上的 v.假定（suppose的过去分词）

340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341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42 t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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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telephone 1 ['telifəun] n.（美）电话；电话机；电话耳机 vi.打电话 vt.打电话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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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tell 3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45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346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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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the 6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48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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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51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52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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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think 3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55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356 th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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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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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threats 2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359 to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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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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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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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too 3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363 tr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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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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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6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3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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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69 two 5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70 uga 4 ['juːɡə] (=opal mutant) 空白突变型,(=uracil, guanine, adenine) 尿嘧啶, 鸟嘌呤, 腺嘌呤,(=uridylyl guanylyl adenosine) 尿苷酰基鸟苷
酰基腺苷, 尿鸟腺苷

371 unused 2 [,ʌn'ju:zd] adj.不用的；从未用过的

372 u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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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update 5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374 updates 1 [ʌp'deɪts] 补充资料, 更新材料

375 upgrade 3 ['ʌpgreid, ʌp'greid] vt.使升级；提升；改良品种 n.升级；上升；上坡 adv.往上 adj.向上的

376 upgrading 1 ['ʌpgreɪdɪŋ] n. 提升；浓缩 动词upgrade的现在分词.

377 us 6 pron.我们

378 us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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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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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username 1 英 ['juːzəneɪm] 美 ['juːzərneɪm] n. 用户名（由字母或数字组成的用户名称；以标明用户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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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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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84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385 verify 2 ['verifai] vt.核实；查证

386 victim 1 ['viktim] n.受害人；牺牲品；牺牲者

387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388 vis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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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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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9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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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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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92 w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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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394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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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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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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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8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99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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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 with 1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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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2 wonder 1 [ˈwʌndə(r)] n.惊奇；奇迹；惊愕 vi.怀疑；想知道；惊讶 vt.怀疑；惊奇；对…感到惊讶 adj.奇妙的；非凡的 n.Wonder，
旺德（人名）

403 word 3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404 word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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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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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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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 writers 1 ['raɪtəz] 作家

408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409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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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41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13 you 29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414 your 26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415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416 zwicky 1 n. 兹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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