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0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arly Users of Metaverse React
to Facebook's New Nam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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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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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virtual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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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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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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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metaverse 13 [metæ'vɜːs] n. 虚拟空间

9 users 1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10 as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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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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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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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 sai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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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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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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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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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ompan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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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a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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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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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orlds 6 n.世界( world的名词复数 ); 人世; 世间; 尘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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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ontrol 5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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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6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 world 5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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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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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digital 4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32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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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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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NFT 4 neurofibrillary tangle 神经纤维缠结, 神经原纤维紊乱, nitrazine fern test 硝嗪蕨试验

36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7 reality 4 [ri'æləti, ri:-] n.现实；实际；真实

38 wa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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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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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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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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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2 announcement 3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43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44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45 become 3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46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47 computers 3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48 cryptocurrency 3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49 early 3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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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idea 3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52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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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55 platforms 3 [p'lætfɔː mz] 平台

56 re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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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pace 3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58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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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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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user 3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61 who 3 pron.谁；什么人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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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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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66 avatar 2 n.（印度教，佛教）神的化身；（某种思想或品质）化身；（网络）头像，替身 n.(Avatar)电影《阿凡达》

67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68 bu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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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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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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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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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arr 2 [ka:] n.载波体；[植]卡尔群落

73 central 2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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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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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aily 2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77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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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state 2 n.房地产；财产；身份

80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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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ounded 2 [faʊnd] v. 建立；创立；创办；熔铸；找到，发现（动词fi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2 fungible 2 ['fʌndʒibl] adj.代替的；可取代的 n.代替物

83 generally 2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84 happening 2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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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86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87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88 Kappel 2 n. 卡普尔

89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90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1 Meta 2 pref.表示“变化”“变换”之义 n.(Meta)人名；(德、俄、罗、塞、葡、意、英)梅塔(女子教名Margaret的昵称)

92 negative 2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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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nfts 2 Naval Flight Training School 海军飞行训练学校

95 non 2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96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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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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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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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00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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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products 2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02 programs 2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103 reaction 2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104 rebrand 2 [ˌriː 'brænd] v. 给 ... 一个新名称； 采用新名称

105 r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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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07 runs 2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108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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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s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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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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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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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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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somnium 2 ['sɒmniəm] [医] 梦

11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15 us 2 pron.我们

116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17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18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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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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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you 2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22 Zuckerberg 2 扎克伯格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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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buses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125 ac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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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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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12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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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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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32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133 artur 1 ['ɑ:tuə] n.阿图尔（男子名）

134 attracting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135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36 basis 1 ['beisis] n.基础；底部；主要成分；基本原则或原理

137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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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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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bought 1 [bɔ:t] v.买（bu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brand 1 [brænd] vt.铭刻于，铭记；打烙印于；印…商标于 n.商标，牌子；烙印 n.(Brand)人名；(英、德、俄、西、意、罗、
葡、捷、芬、瑞典、匈)布兰德；(法)布朗

142 brands 1 [brænd] n. 烙印；商标；牌子；标记 vt. 加污名于；铭记；打烙印

143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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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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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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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ategory 1 ['kætigəri] n.种类，分类；[数]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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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centralized 1 [sentrəlaɪzd] adj. 集中的 动词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0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51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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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54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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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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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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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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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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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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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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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cred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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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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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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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dave 1 [deiv] n.戴夫（男子名）

168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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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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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72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73 dislikes 1 [dɪs'laɪks] n. 不喜欢；厌恶 名词dislike的复数形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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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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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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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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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80 Elizabeth 1 [i'lizəbəθ] n.伊丽莎白（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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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183 essential 1 [i'senʃəl] adj.基本的；必要的；本质的；精华的 n.本质；要素；要点；必需品

184 essentially 1 [i'senʃəli] adv.本质上；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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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189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190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91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192 fights 1 [faɪt] n. 战斗；打架；斗志 vt. 打架；对抗 vi. 奋斗；斗争；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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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95 fo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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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founder 1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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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99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200 ga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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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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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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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206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207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208 howcroft 1 n. 豪克罗夫特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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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hurried 1 ['hʌrid] adj.匆忙的；草率的 v.催促；匆忙进行；急派（hurry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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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213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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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15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216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217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218 inter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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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220 investor 1 [in'vestə] n.投资者

221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222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223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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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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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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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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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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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230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31 littlefield 1 n. 利特菲尔德（音译名）

232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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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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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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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anages 1 ['mænɪdʒ] v. 管理；经营；做成；设法对付；提供；有空

237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238 mark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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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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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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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eetings 1 ['miː tɪŋz] n. 会议 名词meeting的复数形式.

242 meets 1 [miː t] v. 遇见；满足 n. 运动会；集会 adj. 合适的

243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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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46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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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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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51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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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operation 1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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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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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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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58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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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player 1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260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61 policing 1 [pə'liː s] n. 警察；警方 v. 维持治安；管辖；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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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positive 1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264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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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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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69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270 rebranding 1 [ˌriː 'brændɪŋ] n. 品牌再造；指品牌再造的过程

271 regulators 1 英 ['regjʊleɪtəz] 美 ['regjə̩ leɪtəz] n. 调节器；调整者；调节阀；稳定器；标准钟 名词regulator的复数形式.

272 rename 1 [,ri:'neim] vt.重新命名，改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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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275 resist 1 [ri'zist] vi.抵抗，抗拒；忍耐 vt.抵抗；忍耐，忍住 n.[助剂]抗蚀剂；防染剂

276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7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78 Ryan 1 瑞恩；瑞安（人名）

279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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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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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83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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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hand 1 n. 尚德

286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8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88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89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90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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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paces 1 n. 空格；空间 名词的space复数形式.

293 spend 1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94 spending 1 ['spendɪŋ] n. 经费(开销)

295 spends 1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96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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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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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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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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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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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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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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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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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307 thinks 1 [θɪŋk] v. 认为；想；记起；考虑 n. 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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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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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oken 1 ['təukən] n.表征；代币；记号 adj.象征的；表意的；作为对某事的保证的 vt.象征；代表

312 tokens 1 英 ['təʊkən] 美 ['toʊkən] n. 象征；标志；纪念品；代币；代价券；[语言学]语言符号 adj. 象征性的；装样子的

313 Tristan 1 [tri'stən] n.特里斯坦（人名）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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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16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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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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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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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21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22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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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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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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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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