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3 [As It Is] South Korea Limits Google, Apple's Control
Over App Sale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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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3 actions 1 ['ækʃ(ə)nz] n. 动作 名词a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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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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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dvertisements 1 [əd'vɜ tːɪsmənts] n. 广告 名词advertise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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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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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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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12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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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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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oid 2 ['ændrɔid] n.机器人

17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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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pp 22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20 appl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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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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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3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4 apps 5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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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7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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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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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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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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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ustralian 1 [ɔ:'streɪljən] adj.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的 n.澳大利亚人

33 b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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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adly 1 ['bædli] adv.非常，很；严重地，厉害地；恶劣地

35 ban 1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36 Banning 2 ['bæniŋ] n.班宁（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班宁（男子名）；浪子娇娃（电影名）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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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9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40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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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lock 1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42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43 brought 2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44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45 build 2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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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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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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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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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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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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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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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hinese 1 [,tʃai'ni:z] n.中文，汉语；中国人 adj.中国的，中国人的；中国话的

56 choices 2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57 commission 1 [kə'miʃən] n.委员会；佣金；犯；委任；委任状 vt.委任；使服役；委托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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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pan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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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petition 3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61 competitive 1 [kəm'petitiv] adj.竞争的；比赛的；求胜心切的

62 complaints 1 [kəm'pleɪnts] n. 主诉，控诉，控告；疾病（名词complai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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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5 concerned 1 [kən'sə:nd] adj.有关的；关心的 v.关心（concern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与…有关

66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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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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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rporations 1 [kɔː pə'reɪʃnz] 企业

71 cost 3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72 costs 2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73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74 cou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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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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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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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79 criticized 1 ['krɪtɪsaɪz] v. 批评；挑剔；评论；非难；吹毛求疵

80 decide 1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81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82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83 delaying 1 [dɪ'leɪ] v. 耽搁；推迟；延误 n. 耽搁；延期；推迟

84 developers 6 [dɪ'veləpəz] 开发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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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6 digital 2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87 dishonest 1 [dis'ɔnist] adj.不诚实的；欺诈的

88 disputes 1 [dɪ'spju tː] v. 争论；辩驳；争议；质疑 n. 争论；争端；争吵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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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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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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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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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95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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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pic 2 ['epik] adj.史诗的，叙事诗的 n.史诗；叙事诗；史诗般的作品

98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99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00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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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03 fa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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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airer 1 英 [feə(r)] 美 [fer] adj. 公平的；晴朗的；美丽的; 相当的；（皮肤、毛发等）浅色的；白皙的 n. 展览会；市集 adv. 公平
地，直接地

105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6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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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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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ined 1 [faɪnd] adj. 罚款的；被罚的 动词f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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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12 forcing 1 ['fɔ:siŋ] adj.强迫的；强制的；施加压力的 n.强迫 v.强迫（force的变形）；强制

113 fraud 2 [frɔ:d] n.欺骗；骗子；诡计 n.(Fraud)人名；(法)弗罗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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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6 gained 1 [geɪnd] adj. 获得的 动词g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7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18 games 2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19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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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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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23 google 13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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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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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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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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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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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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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ealthier 1 ['helθiər] adj. 更健康的，更健壮的（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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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2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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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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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6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7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38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39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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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ph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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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3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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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5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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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judge 2 [dʒʌdʒ] vt.判断；审判 n.法官；裁判员 vi.审判；判决 n.(Judge)人名；(英)贾奇

148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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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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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Korea 6 [kə'riə] n.韩国；朝鲜

152 Korean 3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53 largest 2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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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w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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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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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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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60 l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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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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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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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64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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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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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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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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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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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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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akers 7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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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arke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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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markets 2 英 ['mɑːkɪt] 美 ['mɑ rːkɪt] n. 市场；集市 v. 销售；推销；买卖

173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174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75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6 methods 3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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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oney 4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79 monopolies 1 英 [mə'nɒpəli] 美 [mə'nɑːpəli] n. 垄断；独占；专利；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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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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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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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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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aver 2 n.一韩国网站名称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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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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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bey 1 [əu'bei] vt.服从，听从；按照……行动 vi.服从，顺从；听话 n.(Obey)人名；(英、法)奥贝

188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9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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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92 operate 1 vi.运转；动手术；起作用 vt.操作；经营；引起；对…开刀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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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pportunities 1 [ˌɒpə'tjuːnɪtɪs] npl. opportunity的复数形式，机会，时机

195 opportunity 1 [,ɔpə'tju:niti] n.时机，机会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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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other 5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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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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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versee 1 [,əuvə'si:] vt.监督；审查；俯瞰；偷看到，无意中看到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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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arental 1 [pə'rentl] adj.父母亲的，父母的；亲代的，亲本的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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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ass 1 [pɑ:s, pæs] n.及格；经过；护照；途径；传球 vi.经过；传递；变化；终止 vt.通过；经过；传递 n.(Pass)人名；(英、法、
德、俄)帕斯

205 passage 1 n.一段（文章）；走廊；通路；通过 n.(Passage)人名；(英)帕西奇；(法)帕萨热

206 p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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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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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7 payment 9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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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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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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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hones 2 英 [fəʊn] 美 [foʊn] n. 电话；电话机；听筒；耳机；[语]音素 v. 打电话 suf. 表示“声音”或“说 ... 语言的人”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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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play 2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15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216 positions 1 [pə'ziʃənz] n.[水运]位置（position的复数）；定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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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revent 2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19 prevents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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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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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223 profitable 1 ['prɔfitəbl] adj.有利可图的；赚钱的；有益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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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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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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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29 purchase 1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230 purchases 2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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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33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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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duction 1 n.减少；下降；缩小；还原反应

236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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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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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40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41 requirements 2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42 retaliation 2 [ri,tæli'eiʃən] n.报复；反击；回敬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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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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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rule 1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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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ai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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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al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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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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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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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51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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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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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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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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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hopping 1 ['ʃɔpiŋ] n.购物，买东西 v.购物（shop的ing形式）

257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58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59 situation 2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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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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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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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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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65 south 6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66 specific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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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potify 1 声破天（流媒体音乐平台）

268 statement 2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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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71 store 4 [stɔ:] n.商店；储备，贮藏；仓库 vt.贮藏，储存 n.(Store)人名；(德)施托雷

272 stores 7 [s'tɔː z] 名词store的复数形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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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75 subscription 1 [səb'skripʃən] n.捐献；订阅；订金；签署

276 subscriptions 1 [səbsk'rɪpʃnz] 认购

277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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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80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1 systems 4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82 tablets 1 ['tæblət] n. 药片；匾；片状物；平板电脑

283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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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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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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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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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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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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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90 their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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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92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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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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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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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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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ools 2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98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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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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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30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3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304 unreasonably 1 [ʌn'ri:znəbli] adv.不合理地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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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us 1 pron.我们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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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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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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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users 4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311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12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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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5 ways 2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16 weaken 1 ['wi:kən] vt.减少；使变弱；使变淡 vi.变弱；畏缩；变软弱

317 welcomed 1 ['welkəm] vt. 欢迎 adj. 受欢迎的 n. 欢迎 int. 欢迎(客人来访或新成员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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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320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21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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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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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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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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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7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328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29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30 you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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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