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1-0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ebook Shuts Down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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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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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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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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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cognition 15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7 facial 14 ['feiʃəl] adj.面部的，表面的；脸的，面部用的 n.美容，美颜；脸部按摩

8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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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acebook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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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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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ystem 9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2 technology 9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3 be 8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4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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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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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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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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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9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20 h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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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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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3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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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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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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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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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users 5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8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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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0 change 4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31 move 4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32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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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pesenti 4 佩森蒂

34 wil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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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ctivity 3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36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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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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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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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41 decision 3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42 ethics 3 ['eθiks] n.伦理学；伦理观；道德标准

43 Met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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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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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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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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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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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statement 3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50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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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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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gencies 2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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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56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57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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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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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ncerns 2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62 criticism 2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63 down 2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64 enforcement 2 [in'fɔ:smənt] n.执行，实施；强制

65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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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faced 2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68 faces 2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69 fraudulent 2 ['frɔ:djulənt] adj.欺骗性的；不正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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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la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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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3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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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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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opt 2 [ɔpt] vi.选择

77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8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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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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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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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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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pressure 2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83 privacy 2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84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85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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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regulatory 2 ['regjulətəri] adj.管理的；控制的；调整的

87 retail 2 ['ri:teil] vt.零售；转述 vi.零售 n.零售 adv.以零售方式 adj.零售的 n.(Retail)人名；(法)勒塔伊

8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89 selling 2 ['seliŋ] n.销售；出售 v.出售（sell的现在分词形式） n.(Selling)人名；(英、德、瑞典)塞林

90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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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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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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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still 2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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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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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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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00 uses 2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101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0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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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105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106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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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dam 1 ['ædəm] n.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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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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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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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13 amazon 1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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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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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117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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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120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21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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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23 attempting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124 automatic 1 [,ɔ:tə'mætik] adj.自动的；无意识的；必然的 n.自动机械；自动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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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automatically 1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126 bans 1 n.禁令（ban的复数）；结婚预告（等于banns） n.（Bans）人名；（西）班斯；（法）邦斯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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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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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131 beliefs 1 n.信仰；信�（belief的复数）

132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133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134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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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137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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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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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onfirm 1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141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42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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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orporate 1 adj.法人的；共同的，全体的；社团的；公司的；企业的

145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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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48 dai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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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ame 1 [deim] n.夫人；年长妇女 n.(Dame)人名；(法)达姆

150 deciding 1 [di'saidiŋ] adj.决定性的；无疑的 v.决定（decide的现在分词）

151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52 demonstrates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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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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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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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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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nded 1 adj.结束的（end的过去分词）

160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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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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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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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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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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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8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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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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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72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73 frontier 1 ['frʌntjə] n.前沿；边界；国境 adj.边界的；开拓的 n.(Frontier)人名；(法)弗龙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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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176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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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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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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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83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4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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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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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ibm 1 abbr. 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189 ideas 1 观念

190 identifies 1 [aɪ'dentɪfaɪ] vt. 鉴定；识别，辨认出，认出；认明；把…看成一样 vi. 认同；感同身受

191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92 identity 1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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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95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196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97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198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9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00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201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202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3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04 Jerome 1 ['dʒerəm; ,dʒə'rəum] n.杰罗姆（男子名）

205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206 kristen 1 n. 克里斯滕; 克丽丝滕

207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08 lawyer 1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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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11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12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13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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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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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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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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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artin 1 ['mɑ:tin] n.紫崖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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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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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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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inority 1 n.少数民族；少数派；未成年

222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223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24 morally 1 ['mɔrəli, 'mɔ:-] adv.道德上；有道德地；确实地

225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26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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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29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30 notable 1 ['nəutəbl] adj.值得注意的，显著的；著名的 n.名人，显要人物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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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notre 1 adj.（法）我们的

233 offering 1 ['ɔfəriŋ, 'ɔ:-] n.提供；祭品；奉献物；牲礼 v.提供（off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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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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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237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238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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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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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242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43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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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hr 1 ['piː 'etʃ'ɑ rː] n. 照相侦察

246 pictures 1 ['pɪktʃəz] n. 绘画作品 名词picture的复数形式.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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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49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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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252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253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54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55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5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57 recognized 1 ['rekəɡnaɪzd] adj. 公认的；经过验证的 动词recogn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8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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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present 1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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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represents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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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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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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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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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8 Schwartz 1 [ʃwa:ts] n.施瓦兹（姓氏）；史华兹（姓氏）

269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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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security 1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72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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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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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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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shift 1 [ʃift] n.移动；变化；手段；轮班 vi.移动；转变；转换 vt.转移；改变；替换

277 shifts 1 [ʃɪft] v. 移动；改变；换挡；字型转换 n. 轮班；变化；移动；计谋；轮班职工

278 shops 1 英 [ʃɒp] 美 [ʃɑːp] n. 商店；车间 v. 逛商店；购物；买东西

279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280 shuts 1 [ʃʌt] v. 关闭；合拢；停止 adj. 关闭的；停止营业的 n. 关闭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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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ituations 1 [sɪtʃ'ʊeɪʃnz] 现状

283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84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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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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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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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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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292 template 1 n.模板，样板

293 templates 1 ['templɪts] n. 样板；模板 名词template的复数形式.

294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95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96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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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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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301 unfavorable 1 [,ʌn'feivərəbl] adj.不宜的；令人不快的；不顺利的

302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03 us 1 pron.我们

304 usage 1 ['ju:zidʒ] n.使用；用法；惯例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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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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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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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videos 1 英 ['vɪdiəʊ] 美 ['vɪdioʊ] n. 录像；视频 v. 录制电视节目 adj. 视频的；录像的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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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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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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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14 week 1 [wi:k] n.周，星期

315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16 weighed 1 [weɪ] v. 衡量；称(重量)；重达 ...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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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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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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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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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22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23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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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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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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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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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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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VOA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