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4-0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es Software that Explains
Itself Really Help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ai 22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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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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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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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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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linkedin 9 [lɪŋ'kiː dɪn] n. 关系网；通过介绍人机制来扩充人脉的社交网站。

10 explanations 8 [ˌeksplə'neɪʃn] n. 解释；说明

11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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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sa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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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 7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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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could 7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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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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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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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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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mak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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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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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software 6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3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5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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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plainable 4 [ik'spleinəbl] adj.可辩解的；可说明的

27 its 4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28 machines 4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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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ale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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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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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technology 4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33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4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 algorithm 3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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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increase 3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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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39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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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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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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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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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predictions 3 [prɪ'dɪkʃnz] 预言

44 salespeople 3 ['seilz,pi:pl] n.推销员；[贸易]售货员；店员

45 serv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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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ubscription 3 [səb'skripʃən] n.捐献；订阅；订金；签署

47 wa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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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hy 3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49 abilities 2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50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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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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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54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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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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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llaboration 2 [kə,læbə'reiʃən] n.合作；勾结；通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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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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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1 creating 2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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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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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65 European 2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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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plain 2 [ik'splein] v.说明；解释

68 explanation 2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69 Fields 2 n.域，字段；场设置（field复数形式） v.使上场（field的单三形式） n.(Fields)人名；(德、英、葡)菲尔茨

70 finding 2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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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gender 2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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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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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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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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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helped 2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78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79 itself 2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80 Kim 2 [kim] n.金姆（人名）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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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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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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learn 2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83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4 machine 2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85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86 money 2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87 nature 2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88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89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9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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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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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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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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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roblem 2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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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regularly 2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98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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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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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02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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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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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steps 2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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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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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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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11 understandable 2 [,ʌndə'stændəbl] adj.可以理解的；可以了解的

112 understanding 2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113 union 2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114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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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users 2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116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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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whether 2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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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2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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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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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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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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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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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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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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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advertising 1 ['ædvətaiziŋ] n.广告；广告业；登广告 adj.广告的；广告业的 v.公告；为…做广告（advertise的ing形式）

128 agencies 1 ['eɪdʒənsi] n. 代理；代理处；政府机构

129 agreement 1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13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31 analysis 1 [ə'næləsis] n.分析；分解；验定

132 analyze 1 ['ænəlaiz] vt.对…进行分析，分解（等于analyse）

133 analyzing 1 ['ænəlaɪzɪŋ] v. 分析；解析；研究（动词analyz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4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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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arming 1 ['ɑːmɪŋ] n. 武装；装备；战斗准备 动词arm的现在分词形式.

137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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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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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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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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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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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anceling 1 ['kænsəlɪŋ] n. 消灭

14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5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146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47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48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49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50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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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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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competing 1 [kəm'piː tɪŋ] adj. 竞争的；抵触的；相互矛盾的 动词compe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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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56 confirming 1 英 [kən'fɜːm] 美 [kən'fɜ rːm] v. 证实；批准；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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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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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critics 1 [k'rɪtɪks] 评论家们

160 culture 1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161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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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6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165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166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8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169 designing 1 [di'zainiŋ] adj.有计划的；狡猾的 n.设计；阴谋 v.计划；企图（desig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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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developers 1 [dɪ'veləpəz] 开发商

171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72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73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74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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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77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8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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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ffectiveness 1 [ə'fektivnis] n.效力

181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82 enable 1 [i'neibl] vt.使能够，使成为可能；授予权利或方法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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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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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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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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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189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90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191 extended 1 [ik'stendid] adj.延伸的；扩大的；长期的；广大的 v.延长；扩充（extend的过去分词）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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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false 1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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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196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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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9 gain 1 [gein] n.增加；利润；收获 vt.获得；增加；赚到 vi.增加；获利 n.(Gain)人名；(英、匈、法)盖恩

200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01 g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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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giving 1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203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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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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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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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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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209 helpful 1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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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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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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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ideas 1 观念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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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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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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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improved 1 [ɪm'pruːvd] adj. 改良的；改进的 动词impr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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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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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insight 1 ['insait] n.洞察力；洞悉 n.(Insight)人名；(英)因赛特

223 insights 1 n. 洞察力；眼力；深刻见解（insight的复数）

224 investigated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25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226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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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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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230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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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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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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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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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235 marketing 1 ['mɑ:kitiŋ] n.行销，销售 v.出售；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使…上市（market的ing形式）

236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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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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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40 networking 1 英 ['netwɜːkɪŋ] 美 ['netwɜ rːkɪŋ] n. 人际网；联网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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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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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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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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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47 opinions 1 n.意见；评价（opinion的复数）；舆论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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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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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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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parvez 1 帕尔韦兹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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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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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55 prediction 1 [pri'dikʃən] n.预报；预言

256 predicts 1 [prɪ'dɪkt] v. 预言；预报；预知；预测

257 presents 1 [p'rɪzents] n. 礼物 名词present的复数形式.

258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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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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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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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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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6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64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65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66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67 recommended 1 [rekə'mendɪd] adj. 被推荐的 动词recomme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8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269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70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71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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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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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276 s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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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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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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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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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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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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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83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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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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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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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90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91 study 1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92 subscriptions 1 [səbsk'rɪpʃnz] 认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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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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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296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97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98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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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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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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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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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304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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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306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307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08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309 trustworthy 1 ['trʌst,wə:ði] adj.可靠的；可信赖的

310 understood 1 [,ʌndə'stud] adj.被充分理解的；心照不宣的 v.明白；懂得（understand的过去分词）；熟悉

311 unfair 1 [,ʌn'fεə]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312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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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315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316 values 1 ['væljʊz] n. 价值观念；价值标准 名词val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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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31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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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22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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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wor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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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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