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0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port_ Online Education
Services Gathered, Shared Data on Children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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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bused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4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5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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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ctivities 2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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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dvertisements 1 [əd'vɜ tːɪsmənts] n. 广告 名词advertisement的复数形式.

11 advertisers 1 n.登广告的人( advertiser的名词复数 ); 报幕员

12 advertis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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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4 albert 1 ['ælbət] n.艾伯特（男子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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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7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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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0 and 2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1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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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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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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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sisted 1 [ə'sɪst] vt. 帮助；协助 vi. 帮助；出席 n. 帮助；协助；助攻；协助的器械

26 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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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ased 6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8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9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30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1 behavioral 1 [bi'heivjərəl] adj.行为的

32 being 3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3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4 businesses 2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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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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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hn 1 n. 卡恩

38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39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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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1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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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斯

42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3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44 children 15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45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46 classroom 1 ['klɑ:srum] n.教室

47 classrooms 1 [k'læsruːmz] 教室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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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50 collected 2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51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52 collection 4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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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mpanies 9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5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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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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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nfident 1 ['kɔnfidənt] adj.自信的；确信的

58 consent 2 [kən'sent] vi.同意；赞成；答应 n.同意；（意见等的）一致；赞成 n.(Consent)人名；(法)孔桑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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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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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untries 2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2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63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4 data 1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5 declare 1 [di'klεə] vt.宣布，声明；断言，宣称 vi.声明，宣布

66 definitive 2 [di'finitiv] n.限定词 adj.决定性的；最后的；限定的

67 denied 2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69 designed 3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70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71 directs 1 [də'rekt] adj. 直接的；笔直的；坦白的 v. 对准；指挥；指示；命令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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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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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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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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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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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ducation 3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78 educational 2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79 educators 1 ['edʒʊkeɪtəz] 教育者

8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81 either 1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82 endorse 1 [in'dɔ:s] vt.背书；认可；签署；赞同；在背面签名

83 endorsed 1 英 [ɪn'dɔː s] 美 [ɪn'dɔː rs] vt. 赞同；支持；背书于

84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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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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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mined 4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7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88 exception 1 [ik'sepʃən] n.例外；异议

89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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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families 1 ['fæməlɪz] n. 家族 名词family的复数形式.

92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93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94 follow 3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95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6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97 fox 1 [fɔks] vt.欺骗；使变酸 n.狐狸；狡猾的人 vi.假装；耍狡猾手段 n.(Fox)人名；(英、法、德、意、西、瑞典)福克斯

98 freedoms 1 n. 自由；五大航权（freedom的复数）

99 friends 1 n. 朋友 名词friend的复数形式.

100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1 gathered 2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2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03 google 3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04 governments 5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105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06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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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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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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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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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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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ome 2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13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4 hrw 10 Human Rights Watch 人权观察

115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16 identities 1 [aɪ'dentəti] n. 一致；身份；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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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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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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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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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23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24 infringe 1 [in'frindʒ] vt.侵犯；违反；破坏 vi.侵犯；侵害

125 infringed 1 [ɪn'frɪndʒ] v. 违反；侵犯

126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127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28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129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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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31 investigators 3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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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4 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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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ts 7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6 judgement 1 ['dʒʌdʒmənt] n.意见；判断力；[法]审判；评价

137 kids 1 [kɪd] n. 小孩；年轻人；小山羊；小山羊皮制品 vi. (山羊等)下崽；捉弄 vt. 开玩笑；哄骗；嘲弄 adj. 较年幼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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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140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41 laws 1 [lɔ:z] n.法律；规章（law的复数） n.(Laws)人名；(英)劳斯

142 learners 1 ['lɜːnəz] 学习者

143 learning 4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44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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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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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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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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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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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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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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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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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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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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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ath 2 [mæθ] n.数学（等于mathematics） n.(Math)人名；(德)马特；(柬)马；(英)马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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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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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ethods 3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63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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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morocco 1 [mə'rɔkəu] n.摩洛哥（非洲一国家名）；[皮革]摩洛哥皮革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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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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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newspaper 1 ['nju:s,peipə, 'nju:z-] n.报纸 报社 旧报纸

169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70 not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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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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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173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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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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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nline 6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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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r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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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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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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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4 oversight 1 ['əuvəsait] n.监督，照管；疏忽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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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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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andemic 2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188 parent 1 ['pεərənt] n.父亲（或母亲）；父母亲；根源 n.(Parent)人名；(法)帕朗；(英、西)帕伦特

189 parents 1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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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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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erformed 1 英 [pə'fɔː m] 美 [pər'fɔː rm] v. 执行；履行；表演；运转；举行

193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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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ersonalized 1 adj. 标出名字的 动词person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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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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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olicies 1 英 ['pɒləsi] 美 ['pɑ lːəsi] n. 政策；方针 n. 保险单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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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ost 2 [pəust] n.岗位；邮件；标杆 vt.张贴；公布；邮递；布置 vi.快速行进 n.(Post)人名；(英、西、捷、瑞典、荷)波斯特

201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202 prevented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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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205 processing 1 n. 进程；步骤；数据处理；整理；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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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roducts 7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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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10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11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12 publicly 1 ['pʌblikli] adv.公然地；以公众名义

213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14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15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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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217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218 reasonably 1 ['ri:znəbli] adv.合理地；相当地；适度地

219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20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1 repor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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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23 repor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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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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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226 restricts 1 [rɪ'strɪkt] vt. 限制；约束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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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ights 7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29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30 risked 2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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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feguards 1 ['seɪfɡɑːdz] v. 安全保护 动词safeguard的第三人称单数.

233 sai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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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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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36 sca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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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38 schoolchildren 1 ['sku lːtʃɪldrən] n. 中小学生

239 secretly 1 ['si:kritli] adv.秘密地；背地里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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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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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ent 2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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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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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47 shared 3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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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50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51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52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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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omeone 3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54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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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pokesman 1 ['spəuksm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56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57 st 2 [es ti:] abbr.标准时间（standardtime）；Shipping装货单（ShippingTicket）

258 statements 1 [s'teɪtmənts] n. 报表；陈述；声明（名词statement的复数形式）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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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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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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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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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students 1 [st'juːdnts] 学生

263 studied 3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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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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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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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urveillance 1 [sə:'veiləns, sə-] n.监督；监视

269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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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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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arget 2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273 targeted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74 teachers 1 ['titʃə:s] n.教师（teacher的复数形式）

275 technologies 1 英 [tek'nɒlədʒi] 美 [tek'nɑ lːədʒi] n. 技术；工艺；工艺学

276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77 teens 1 ['ti:nz] n.十多岁，十几岁；青少年

278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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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0 the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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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82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3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4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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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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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o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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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8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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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weeted 1 [twiː t] n. 小鸟的啁啾声；(社交网站Twitter上的)微博 v. 小鸟鸣叫；在Twitter上发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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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undermine 1 [,ʌndə'main] vt.破坏，渐渐破坏；挖掘地基

293 undermined 1 ['ʌndə'maɪnd] adj. 被侵蚀的；暗地里被破坏的 动词under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94 urges 1 英 [ɜːdʒ] 美 [ɜ rːdʒ] vt. 驱策；鼓励；催促；力陈 vi. 极力主张 n. 冲动；强烈愿望

295 us 1 pron.我们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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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8 user 2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299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00 violated 1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301 virtu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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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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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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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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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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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6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07 watch 3 [wɔtʃ, wɔ:tʃ] vt.观察；注视；看守；警戒 n.手表；监视；守护；值班人 vi.观看，注视；守侯，看守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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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310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311 website 2 ['websaɪt] n. 网站

312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13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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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15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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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18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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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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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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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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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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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26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27 you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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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