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 Companies Racing to Fix
At-Risk Internet Softwar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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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4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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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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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software 10 ['sɔftwεə, 'sɔ:-] n.软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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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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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ulnerability 7 [,vʌlnərə'biliti] n.易损性；弱点

13 b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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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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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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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problem 6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7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computer 5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9 progra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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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servers 5 ['sɜ rːvərs] n. 【计】服务器；佣人，服务员 名词server的复数形式.

21 apache 4 [ə'pætʃi] n.阿帕切族（美洲印第安部族）

22 bug 4 [bʌg] n.臭虫，小虫；故障；窃听器 vt.烦扰，打扰；装窃听器 vi.装置窃听器；打扰

23 experts 4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24 fix 4 [fiks] vt.使固定；修理；安装；准备 vi.固定；注视 n.困境；方位；贿赂 n.(Fix)人名；(英、法、德、瑞典)菲克斯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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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7 access 3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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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0 damage 3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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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inecraft 3 n. “我的世界”，“当个创世神”（一款沙盘独立视频游戏）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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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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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op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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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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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organizations 3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38 security 3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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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0 web 3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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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43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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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5 amazon 2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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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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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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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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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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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lou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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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3 computing 2 [kəm'pju:tiŋ] n.计算；处理；从事电脑工作 v.计算（compute的现在分词形式）

54 criminals 2 [k'rɪmɪnlz] 罪犯

55 cybersecurity 2 n. 网络安全

56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57 easily 2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58 exploit 2 ['eksplɔit, ik's-] vt.开发，开拓；剥削；开采 n.勋绩；功绩

59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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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g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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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government 2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63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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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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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industry 2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66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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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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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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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log 2 vi.伐木 vt.切；伐木；航行 n.记录；航行日志；原木

71 makes 2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72 malware 2 n. 恶意软件

73 meyers 2 n. 迈耶斯

74 microsoft 2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75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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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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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78 patch 2 [pætʃ] n.眼罩；斑点；碎片；小块土地 vt.修补；解决；掩饰 vi.打补丁 n.(Patch)人名；(英)帕奇

79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80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81 run 2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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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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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server 2 ['sə:və] n.发球员；服伺者；服勤者；伺候者 n.(Server)人名；(土)塞尔韦尔

84 source 2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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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tenable 2 ['tenəbl] adj.（主张等）站得住脚的；可维持的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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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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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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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update 2 [ʌp'deit, 'ʌpdeit] vt.更新；校正，修正；使现代化 n.更新；现代化

92 utility 2 [ju:'tiləti] n.实用；效用；公共设施；功用 adj.实用的；通用的；有多种用途的

93 websites 2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94 worst 2 [wə:st, 'wə:st] adj.最差的，最坏的；最不利的；效能最低的 n.最坏；最坏的时候 adv.最坏地；最不利地 n.(Worst)人名；
(英、德)沃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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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yoran 2 n. 约伦

97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98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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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dam 1 ['ædəm] n.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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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3 alibaba 1 n.阿里巴巴（公司名）

104 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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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0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07 amit 1 n. 艾米特(在苏丹；东经 36º30' 北纬 18º45')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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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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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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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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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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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ttacker 1 [ə'tækə] n.攻击者；进攻者

115 attackers 1 n.攻击者( attacker的名词复数 ); 进攻者; 抨击者; （球类比赛的）攻击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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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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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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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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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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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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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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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26 completed 1 [kəm'pliː tɪd] adj. 已完成的 v. 完成（动词comple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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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corrects 1 [kə'rekt] adj. 正确的；得体的 v. 改正；纠正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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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ustomers 1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130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131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32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33 decade 1 ['dekeid] n.十年，十年期；十

134 designed 1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35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36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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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39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40 discovering 1 v.发现；使被知晓（discover的ing形式）

141 distributed 1 [di'stribjutid] adj.分布式的，分散式的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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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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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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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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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148 exploitation 1 n.开发，开采；利用；广告推销；剥削

149 exploited 1 [ɪk'splɔɪt] vt. 剥削；利用；开发；开拓 n. 功绩；英勇行为

150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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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ixed 1 adj.确定的；固执的；<美口>处境...的；准备好的 v.修理（过去式）

153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54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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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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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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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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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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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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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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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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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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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internal 1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166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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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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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Joe 1 [dʒəu] n.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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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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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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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71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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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174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75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76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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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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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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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networks 1 英 ['netwɜːk] 美 ['netwɜ rːk] n. 网点；网络；网状系统；广播公司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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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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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4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85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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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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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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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189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190 owns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191 party 1 n.政党，党派；聚会，派对；当事人[复数parties] vi.参加社交聚会[过去式partied过去分词partied现在分词partying]

192 password 1 ['pɑ:swə:d, 'pæs-] n.密码；口令

193 patched 1 ['pætʃɪd] adj. 打补丁的 动词patc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4 patching 1 英 [pætʃɪŋ] 美 ['pætʃɪŋ] n. 修补；接线 动词patch的现在分词形式.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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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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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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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essed 1 [prest] adj. （金钱、时间等）紧迫的；压平的 动词p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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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02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203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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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racing 1 ['reisiŋ] n.赛马；竞赛 vi.赛马（race的ing形式）；竞赛 adj.比赛的

206 rated 1 ['reɪtɪd] adj. 额定的 动词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08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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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11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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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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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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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everity 1 [si'veriti] n.严重；严格；猛烈

215 shand 1 n. 尚德

216 shell 1 [ʃel] n.壳，贝壳；炮弹；外形 vi.剥落；设定命令行解释器的位置 vt.剥皮；炮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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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19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20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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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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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teal 1 vt.剽窃；偷偷地做；偷窃 vi.窃取；偷偷地行动；偷垒 n.偷窃；便宜货；偷垒；断球

223 Sullivan 1 ['sʌlivən] n.沙利文，苏利文（人名）

224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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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ask 1 [tɑ:sk, tæsk] vt.分派任务 n.工作，作业；任务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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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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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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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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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232 threats 1 [θret] n. 威胁；恐吓；凶兆

233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4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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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3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38 unfairly 1 [ʌn'fɛəli] adv.不公平地；不正当地

239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240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1 updates 1 [ʌp'deɪts] 补充资料, 更新材料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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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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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very 1 ['veri] adj.恰好是，正是；甚至；十足的；特有的 adv.非常，很；完全 n.(Very)人名；(英)维里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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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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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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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eakness 1 ['wi:knis] n.弱点；软弱；嗜好

249 weaknesses 1 ['wiː knəsɪz] 劣势

250 weaponized 1 [wiː 'pənaɪzd] 武器化

251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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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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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5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256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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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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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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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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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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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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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