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4-0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 Supreme Court Backs
Google in Major Copyright Case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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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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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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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at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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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google 16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6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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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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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for 1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cour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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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od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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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racle 11 ['ɔrəkl, 'ɔ:-] n.神谕；预言；神谕处；圣人

12 was 10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3 copyright 9 ['kɔpi,rait] n.版权，著作权 adj.版权的；受版权保护的 vt.保护版权；为…取得版权

14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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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7 ['ændrɔid] n.机器人

16 computer 7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7 ruling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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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used 7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9 legal 6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0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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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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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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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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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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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6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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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8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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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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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a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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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32 copying 4 ['kɔpiiŋ] n.复制；誊写；仿形切削 v.复制；抄写（copy的现在分词）

33 create 4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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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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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oftware 4 ['sɔftwεə, 'sɔ:-] n.软件

38 supreme 4 [sju'pri:m, sə-] adj.最高的；至高的；最重要的 n.至高；霸权

39 wrote 4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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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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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3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4 fair 3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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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Java 3 ['dʒa:və] n.爪哇岛（位于印尼）；Sun公司推出的一种应用程序开发语言

47 justice 3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48 lines 3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49 maj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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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mobile 3 adj.可移动的；机动的；易变的；非固定的 n.移动电话

51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52 operating 3 ['ɔpəreitiŋ] adj.操作的；[外科]外科手术的 v.操作（operate的ing形式）；动手术

53 opinion 3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54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55 products 3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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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58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59 Thomas 3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60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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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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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api 2 abbr. 应用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 interface) abbr. 美国石油协会(=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63 appeals 2 [ə'piː l] n. 恳求；呼吁；上诉；吸引力 n. (体育比赛中)诉请裁决 v. 呼吁；有吸引力；求助；诉请

64 apps 2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65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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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argued 2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67 benefit 2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6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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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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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ompetition 2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72 convenient 2 adj.方便的；[废语]适当的；[口语]近便的；实用的

73 copy 2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74 Daley 2 n.戴利（男子名）

75 developers 2 [dɪ'veləpəz] 开发商

76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7 disagreed 2 [ˌdɪsə'ɡriː ] v. 不同意；不一致；有分歧；不适应；不适宜

78 dispute 2 [dis'pju:t, 'dis-] vt.辩论；怀疑；阻止；抗拒 vi.争论 n.辩论；争吵

79 elements 2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80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1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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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83 interoperable 2 [,intə'ɔpərəbl] adj.彼此协作的；能共同操作的；能共同使用的

84 language 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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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libraries 2 英 ['laɪbrəri] 美 ['laɪbreri] n. 图书馆；藏书；书房

8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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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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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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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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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overturned 2 ['əʊvətɜːnd] adj. 倒转的 动词overtu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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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raised 2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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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programming 2 ['prəugræmiŋ, -grə-] n.设计，规划；编制程序，[计]程序编制

97 ruled 2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98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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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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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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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oge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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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transformative 2 [træns'fɔ:mətiv, trænz-, trɑ:n-] adj.变化的，变形的；有改革能力的

104 us 2 pron.我们

105 vi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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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07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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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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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11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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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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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5 alito 1 n. 阿利托

116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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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19 Apis 1 ['ɑ:pis; ,ei-] n.蜂属；神牛（古埃及的一种圣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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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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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123 argues 1 英 ['ɑːɡju ]ː 美 ['ɑ rːɡju ]ː v. 说服；争论；辩论

124 arguments 1 ['ɑːɡjʊmənts] n. 争论 名词argument的复数形式.

12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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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28 backs 1 n.后背，脊背；后卫（back的复数形式） v.后退（back的三单形式） n.(Backs)人名；(德)巴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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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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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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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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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ook 1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135 Breyer 1 布雷耶（人名）

136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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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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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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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41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142 certainty 1 ['sə:tənti] n.必然；确实；确实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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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145 clarence 1 ['klærəns] n.一种双座四轮马车 n.(Clarence)人名；(英、西、南非)克拉伦斯；(法)克拉朗斯；(葡)克拉伦塞

146 commands 1 [kə'mæns] n. 命令；指令 名词comma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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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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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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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151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152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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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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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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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opied 1 ['kɒpɪd] adj. 复制的；模仿的；抄写的 动词cop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7 copyrighted 1 ['kɒpɪ̩ raɪtɪd] adj. 版权所有的 动词copyr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counsel 1 ['kaunsəl] n.法律顾问；忠告；商议；讨论；决策 vt.建议；劝告 vi.商讨；提出忠告

159 courts 1 英 [kɔː t] 美 [kɔː rt] n. 法院；庭院；宫廷；球场；奉承 v. 献殷勤；追求；招致；设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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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declaring 1 [dɪk'leərɪŋ] n. 声明；宣告 动词declare的现在分词形式.

162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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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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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66 dissenting 1 [di'sentiŋ] adj.不同意的（等于dissentient） v.不同意；持异议（dissent的ing形式）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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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69 Dorian 1 ['dɔriən] adj.多里安人的 n.多里安人

170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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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73 effectively 1 [i'fektivli] adv.有效地，生效地；有力地；实际上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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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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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76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77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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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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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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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83 freely 1 ['fri:li] adv.自由地；免费地；大量地；慷慨地；直率地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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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86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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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generation 1 [,dʒenə'reiʃən] n.一代；产生；一代人；生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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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91 governments 1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92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93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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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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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197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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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99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00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01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02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03 instruct 1 [in'strʌkt] vt.指导；通知；命令；教授

204 interface 1 n.界面；<计>接口；交界面 v.（使通过界面或接口）接合，连接；[计算机]使联系 vi.相互作用（或影响）；交流，
交谈

205 invest 1 [in'vest] vt.投资；覆盖；耗费；授予；包围 vi.投资，入股；花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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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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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judge 1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210 jury 1 ['dʒuəri] n.[法]陪审团；评判委员会 adj.应急的 n.(Jury)人名；(西)胡里；(英、法)朱里；(德)尤里

211 kent 1 [kent] n.肯特（英国东南部州名）；不列颠岛南部的古代盎格鲁所建的王国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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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awfully 1 ['lɔ:fuli] adv.合法地；守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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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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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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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majority 1 [mə'dʒɔriti] n.多数；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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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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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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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att 1 [mæt] adj.无光泽的；不光滑的 n.无光表面；衬边 vt.使…无光；把…熔炼为锍（等于mat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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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monopolist 1 [mə'nɔpəlist] n.垄断者；独占者；专利者

224 monopoly 1 [mə'nɔpəli] n.垄断；垄断者；专卖权

225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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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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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ex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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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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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not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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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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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perational 1 [,ɔpə'reiʃənəl] adj.操作的；运作的

233 organized 1 ['ɔ:gənaizd] adj.有组织的；安排有秩序的；做事有条理的 v.组织（organize的过去分词）

23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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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wnership 1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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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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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ayment 1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240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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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erforms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242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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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45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46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247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48 Powers 1 n.能天使；力天使

249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250 practices 1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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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resse 1 Die Presse (German-Neue Freie Presse)-Vienna's Press (德语)维也纳通信社

253 pressing 1 ['presiŋ] n.压；冲压件 adj.紧迫的；迫切的；恳切的 v.压；按；熨烫衣物（press的ing形式） n.(Pressing)人名；(德)普
雷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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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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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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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259 purely 1 ['pjuəli] adv.纯粹地；仅仅，只不过；完全地；贞淑地；清洁地

260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61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262 rejected 1 ['riː dʒekt] vt. 拒绝；排斥；驳回；丢弃 n. 不合格产品；被拒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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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relations 1 [ri'leʃənz] n.关系；交往；事务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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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66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6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8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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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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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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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amuel 1 ['sæmjuəl] n.撒母耳（希伯来先知）；塞缪尔（男子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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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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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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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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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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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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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ided 1 ['saidid] adj.有…边的；有…面的；侧面的 v.支持；给…装上侧面；整理（side的过去分词）

281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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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284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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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ephen 1 ['sti:vən] n.斯蒂芬（男子名）

287 stole 1 [stəul] n.圣衣；女用披肩 v.偷窃，偷盗（steal的过去式）

288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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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uitable 1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291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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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echnical 1 ['teknikəl] adj.工艺的，科技的；技术上的；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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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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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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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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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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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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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301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0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4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305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306 violating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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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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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alker 1 ['wɔ:kə] n.步行者；散步者；参加竞走者 n.(Walker)人名；(德、西、芬、瑞典)瓦尔克；(英)沃克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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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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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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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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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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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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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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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henever 1 [hwen'evə, hwən-] conj.每当；无论何时 adv.不论何时；随便什么时候

319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20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32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22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323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24 won 1 [wʌn] vt.赢得（w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5 wo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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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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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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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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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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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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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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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you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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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