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 Guide to 2021's Top Tech
Term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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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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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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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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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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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echnology 8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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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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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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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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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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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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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anies 5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17 digital 5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18 Internet 5 ['intənet] n.因特网

19 NFT 5 neurofibrillary tangle 神经纤维缠结, 神经原纤维紊乱, nitrazine fern test 硝嗪蕨试验

20 ov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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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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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hrough 5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23 virtua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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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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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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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etaverse 4 [metæ'vɜːs] n. 虚拟空间

28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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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term 4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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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hich 4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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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pp 3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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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udio 3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37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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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describes 3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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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fabs 3 n. 绝对值

41 faceb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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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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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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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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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pow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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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ocial 3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47 tech 3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48 technologies 3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49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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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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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53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54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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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ims 2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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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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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uction 2 ['ɔ:kʃən] vt.拍卖；竞卖 n.拍卖

59 augmented 2 [ɔ:g'mentid] adj.增广的；增音的；扩张的

60 became 2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61 began 2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6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3 communicate 2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64 created 2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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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ecentralization 2 [di:,sentrəlai'zeiʃən, li'z-] n.分散；非集权化；（人口、工业等的）疏散

67 describe 2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68 devices 2 [dɪ'vaɪsɪz] n. 设备

69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0 electronic 2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71 example 2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72 existing 2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73 fabrication 2 [fæbri'keiʃən] n.制造，建造；装配；伪造物

74 financial 2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75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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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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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dea 2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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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0 material 2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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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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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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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number 2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85 ownership 2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86 permit 2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87 permits 2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88 physic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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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90 pieces 2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91 popularity 2 [,pɔpju'lærəti] n.普及，流行；名气；受大众欢迎

92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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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roducing 2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94 product 2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95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96 sa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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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semiconductor 2 [,semikən'dɔktə, ,semai-] n.[电子][物]半导体

98 services 2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99 sold 2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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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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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terms 2 [tə:mz] n.地位，关系；[法]条款；术语；措辞；价钱（term的复数形式） v.把…称为（term的三单形式）

103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04 w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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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wor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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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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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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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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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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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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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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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lphabet 1 n.字母表，字母系统；入门，初步 n.Google创建的名为Alphabet的公司，改变Google原有公司架构，旨在使其当下主
要业务和长期投资项目间的区别更加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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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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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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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119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20 ar 1 [a:] abbr.应收款（AccountReceivable）；验收条件（AcceptanceRequirement）；陆军条例（ArmyRegulation） n.(Ar)人名；
(土)阿尔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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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rtist 1 ['ɑ:tist] n.艺术家；美术家（尤指画家）；大师

123 artwork 1 ['ɑ:twə:k] n.艺术品；插图；美术品

124 attached 1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125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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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automobiles 1 ['ɔː təməbiː lz] 汽车

127 awards 1 英 [ə'wɔː d] 美 [ə'wɔː rd] n. 奖品；奖 v. 授予；给予；判给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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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battles 1 ['bætl] n. 战斗；争斗 v. 与 ... 作战；与 ... 竞争

130 bitcoin 1 点对点（peer-to-peer）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131 blamed 1 [bleimd] adj.混蛋的，该死的 v.谴责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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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buyer 1 ['baiə] n.买主；采购员 n.(Buyer)人名；(英)拜尔；(法)比耶；(德)布耶尔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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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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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38 chip 1 vt.削，凿；削成碎片 vi.剥落；碎裂 n.[电子]芯片；筹码；碎片；(食物的)小片;薄片

139 chips 1 [tʃips] n.[食品]炸土豆条；小木片；（作赌注用的）圆形筹码；缺口（chip的复数形式）

140 christie 1 ['kristi] n.克里斯蒂（姓氏）；挪威首都奥斯陆的旧称

141 clubhouse 1 ['klʌb,haus] n.俱乐部会所，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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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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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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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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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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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148 currencies 1 英 ['kʌrənsi] 美 ['kɜ rːənsi] n. 货币；流通

149 currency 1 ['kərənsi] n.货币；通货

150 decentralized 1 [ˌdiː 'sentrəlaɪzd] adj. 分散的 动词de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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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53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54 drive 1 [draiv] vi.开车；猛击；飞跑 vt.推动，发动（机器等）；驾驶（马车，汽车等）；驱赶 n.驱动器；驾车；[心理]内驱力，
推进力；快车道

155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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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arning 1 n.收入；所赚的钱 v.赚得(earn的现在分词)；挣钱；生（利）；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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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lon 1 [ɪ'lɒn] 埃伦(可溶性显影剂粉末)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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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ntered 1 ['entə(r)d] adj. 进入的 动词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2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16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64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65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166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67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68 experiences 1 英 [ɪk'spɪəriəns] 美 [ɪk'spɪriəns] n. 经验；经历 v. 经历；体验；感受

169 eyeglasses 1 英 ['aɪglɑːsɪz] 美 ['aɪ̩ glɑːsɪz] n. 眼镜 =glasses.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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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fungible 1 ['fʌndʒibl] adj.代替的；可取代的 n.代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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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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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gamer 1 ['geimə] n.玩家，博弈者 n.(Gamer)人名；(英)盖默；(德)加默尔；(法)加梅

175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76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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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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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180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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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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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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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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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86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87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188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89 imagery 1 ['imidʒəri] n.像；意象；比喻；形象化

190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9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92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93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194 invented 1 [ɪn'ventɪd] v. 发明；创造，捏造（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已发明的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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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joke 1 [dʒəuk] n.玩笑，笑话；笑柄 vt.开…的玩笑 vi.开玩笑 n.(Joke)人名；(英)乔克；(塞)约凯

197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98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99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200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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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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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204 linkedin 1 [lɪŋ'kiː dɪn] n. 关系网；通过介绍人机制来扩充人脉的社交网站。

205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206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07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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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威；进行曲

210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211 Meta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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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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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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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model 1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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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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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17 musk 1 [mʌsk] n.麝香；麝香鹿；麝香香味

218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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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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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2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223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224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25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26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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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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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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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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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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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ermis 1 Public Employees Retirement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公务人员退休管理系统

234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235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236 platform 1 ['plætfɔ:m] n.平台；月台，站台；坛；讲台

237 platforms 1 [p'lætfɔː mz] 平台

238 pl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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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layers 1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240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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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opularized 1 英 ['pɒpjələraɪz] 美 ['pɑːpjələraɪz] vt. 普及；使流行；使通俗化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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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45 processors 1 n. 处理器 名词processor的复数形式.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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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rogressed 1 v.（使）进步， （使）进行( progr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 改进; 进展; （时间上）推移

248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49 projects 1 [p'rədʒekts] [ projected ]的第三人称单数

250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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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53 Ranges 1 n.[仪]量程，范围；[地理]山脉（range的复数） v.延伸（range的第三人称单数）；排列；把…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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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r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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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256 reddit 1 n.（新闻网站名）红迪网

257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58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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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1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62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63 rooms 1 [ruːm] n. 房间；空间；机会 v. 寄宿；给…提供留宿

264 rose 1 n.玫瑰；粉红色；蔷薇（花）；粉红色的葡萄酒 adj.玫瑰花的；玫瑰色的；粉红色的；带有玫瑰香味的 vt.使成玫瑰色，
使（面颊）发红；使有玫瑰香味 vi.起义(rise的过去式)；升起；（数量）增加；休会

265 ru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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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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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emiconducting 1 [,semikən'dʌktiŋ, ,semai-] adj.半导体的；有半导体特性的

268 shand 1 n. 尚德

269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70 shortage 1 ['ʃɔ:tidʒ] n.缺乏，缺少；不足

271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72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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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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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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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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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sports 1 n.运动；运动会（sport的复数）；（报纸）体育版面；突变；娱乐 adj.运动的；适用于运动的 v.娱乐；戏弄（sport的
第三人称单数）

278 stage 1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279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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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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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8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85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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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sla 1 ['teslə] n.特斯拉（磁通量单位） n.(Tesla)人名；(英、捷、塞)特斯拉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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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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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91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92 toge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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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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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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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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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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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us 1 pron.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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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vacation 1 [və'keiʃən] n.假期；（房屋）搬出 vi.休假，度假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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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303 virtually 1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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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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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07 VR 1 abbr. 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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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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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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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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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14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315 winning 1 ['winiŋ] adj.胜利的；获胜的 n.胜利；获得；成功 v.获胜（win的ing形式） n.(Winning)人名；(英、瑞典、法)温宁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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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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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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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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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1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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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