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S Agency Raises Questions
about Cryptocurrency's Decentralized System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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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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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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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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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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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7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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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 agency 5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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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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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4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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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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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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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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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mstrong 1 ['ɑ:mstrɔŋ] n.阿姆斯特朗（美国宇航员，登月第一人）

20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1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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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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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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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ttacked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5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26 Banks 1 [bæŋks] n.班克斯（姓氏）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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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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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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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tween 2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2 bitcoin 8 点对点（peer-to-peer）基于网络的匿名数字货币

33 bits 3 ['bɪts] n. 齿片；位 名词bit的复数形式.

34 Brian 1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35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6 business 2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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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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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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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41 cash 2 [kæʃ] n.现款，现金 vt.将…兑现；支付现款 n.(Cash)人名；(英)卡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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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3 centralities 1 n.中心( centrality的名词复数 ); 中央; 向心性; 集中性

44 centralized 1 [sentrəlaɪzd] adj. 集中的 动词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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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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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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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hoose 1 [tʃu:z] vt.选择，决定 vi.选择，挑选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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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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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2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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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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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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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mputers 3 [kəm'pju tːəz] n. 计算机 名词computer的复数形式.

56 considered 2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57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58 control 2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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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operation 1 [kəu,ɔpə'reiʃən] n.合作，协作；[劳经]协力

61 core 1 [kɔ:] n.核心；要点；果心；[计]磁心 vt.挖...的核 n.(Core)人名；(英)科尔；(西、意)科雷

62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3 crypto 2 ['kriptəu] n.秘密赞同者；秘密党员

64 cryptocurrency 10 英[krɪptəʊkʌrənsi] 美[krɪptoʊkɜ rːənsi] 加密货币

65 curr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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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7 darpa 4 abbr.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AdvancedResearchProjectsAgency）

68 decentralization 1 [di:,sentrəlai'zeiʃən, li'z-] n.分散；非集权化；（人口、工业等的）疏散

69 decentralized 4 [ˌdiː 'sentrəlaɪzd] adj. 分散的 动词decent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70 defense 2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1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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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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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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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77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78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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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isrupt 2 [dis'rʌpt] vt.破坏；使瓦解；使分裂；使中断；使陷于混乱 adj.分裂的，中断的；分散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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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83 drops 1 [drɒps] n. 珠；滴剂（名词drop的复数形式） v. 滴，滴下，滴落（动词dro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4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85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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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ncrypt 1 [in'kript] vt.将……译成密码

88 encryption 1 [in'kripʃən] n.加密；加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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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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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91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92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93 ev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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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min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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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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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changes 1 ['ɪks'tʃeɪndʒs] n. 票据交换总额 名词exchange的复数形式.

97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98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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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aceb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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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i 1 [fai] abbr.磁场强度（FieldIntensity）；船方不负担装货费用（FreeIn）；场电离（fieldionization）

102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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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ound 3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06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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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un 1 [fʌn] n.乐趣；玩笑；有趣的人或事 adj.供娱乐用的 vi.开玩笑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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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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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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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governments 2 ['gʌvənmənts] n. 政府；内阁 名词govern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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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guarantee 1 [,gærən'ti:] n.保证；担保；保证人；保证书；抵押品 vt.保证；担保

11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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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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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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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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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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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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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125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6 ignored 1 [ɪɡ'nɔː d] adj. 忽视的 动词ign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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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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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30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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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33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3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5 interfere 1 [,intə'fiə] vi.干涉；妨碍；打扰 vt.冲突；介入

136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37 investors 1 [ɪn'vestəz] 投资者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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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40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41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2 ISPs 2 Interplanetary Spacecraft Propulsion System 行星际航天器推进系统

143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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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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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7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48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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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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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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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laugh 1 [lɑ:f, læf] n.笑；引人发笑的事或人 vi.笑 vt.以笑表示；使…笑得

154 lead 1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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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edger 1 n.总账，分户总账；[会计]分类账；账簿；底账；（手脚架上的）横木 n.(Ledger)人名；(英)莱杰

157 letting 1 ['letiŋ] n.出租；租金 v.让，允许（let的现在分词）

158 lev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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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list 1 [list] n.[计]列表；清单；目录 vi.列于表上 vt.列出；记入名单内 n.(List)人名；(匈)李斯特；(英、德、法、西、捷)利斯特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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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2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163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6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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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166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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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68 messages 1 ['mesɪdʒɪz] n. 信息 名词message的复数形式.

169 mock 1 n.英国模拟考试（mocks） vt.愚弄，嘲弄 adj.仿制的，模拟的，虚假的，不诚实的 vt.不尊重，蔑视

170 mocked 1 英 [mɒk] 美 [mɑːk] v. 嘲弄；嘲笑；模仿 n. 嘲笑；模仿；戏弄 adj. 假的；伪装的；模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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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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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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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莫雷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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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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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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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network 3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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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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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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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182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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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observe 1 vt.庆祝 vt.观察；遵守；说；注意到；评论 vi.观察；说；注意到；评论

184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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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87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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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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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perators 1 ['ɒpəreɪtəz] n. 操作员；管理者；运算符 名称operator的复数形式.

190 o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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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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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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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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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verseen 1 ['əuvə,si:ŋ] v.视察；监视（oversee的过去分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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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98 parties 2 英 ['pɑ tːi] 美 ['pɑ rːti] n. 聚会；宴会；政党；一伙人；[律]当事人 vi. 开派对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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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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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2 perc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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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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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6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07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08 political 1 [pə'litikəl] adj.政治的；党派的

209 poorly 1 ['puəli, 'pɔ:-] adv.贫穷地；贫乏地；不充分地 adj.身体不舒服的；心情恶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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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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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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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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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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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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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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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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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roperties 1 [p'rɒpətɪz] n. 道具；属性；性能；资产；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

220 providers 1 [prə'vaɪdəz] 供方

221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22 questions 2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23 quite 1 [kwait] adv.很；相当；完全

224 raises 2 ['reɪzɪz] n. 加薪；增加 名词raise的复数形式.

225 reaching 1 [riː tʃ] v. 到达；伸出；达成；取得联系；延伸；（伸手）去够 n. 范围；影响力；河段；等级

226 reasonable 1 ['ri:zənəbl] adj.合理的，公道的；通情达理的

22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8 recession 2 [ri'seʃən] n.衰退；不景气；后退；凹处

229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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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repor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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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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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esear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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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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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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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isks 3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39 route 2 [ru:t, raut] vt.按某路线发送 n.路线；航线；通道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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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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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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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cure 1 [si'kjuə] adj.安全的；无虑的；有把握的；稳当的 vt.保护；弄到；招致；缚住 vi.获得安全；船抛锚；停止工作

245 security 7 [si'kjuəriti] n.安全；保证；证券；抵押品 adj.安全的；保安的；保密的

246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47 seeks 1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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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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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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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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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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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inking 1 ['siŋkiŋ] n.沉没 adj.下沉的 v.下沉（sink的现在分词）

254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55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256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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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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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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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pecifically 1 [spi'sifikəli] adv.特别地；明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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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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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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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ruggle 1 ['strʌgl] vi.奋斗，努力；挣扎 n.努力，奋斗；竞争 vt.使劲移动；尽力使得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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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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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subvert 2 [səb'və:t, sʌb-] vt.颠覆；推翻；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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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suffer 1 ['sʌfə] vt.遭受；忍受；经历 vi.遭受，忍受；受痛苦；经验；受损害 n.(Suffer)人名；(意)苏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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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upporting 1 [sə'pɔ:tiŋ] adj.支持的；辅助性的；次要的 n.支持；支承面 v.支持；供养（support的ing形式）

271 system 7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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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74 ter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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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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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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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e 4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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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81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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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84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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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o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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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ffic 2 ['træfik] n.交通；运输；贸易；[通信]通信量 vt.用…作交换；在…通行 vi.交易，买卖

288 trail 3 vt.追踪；拖；蔓延；落后于 n.小径；痕迹；尾部；踪迹；一串，一系列 vi.飘出；蔓生；垂下；拖曳 n.(Trail)人名；(英)
特雷尔

289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290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91 undue 2 [,ʌn'dju:] adj.过度的，过分的；不适当的；未到期的

292 unencrypted 1 [ʌnɪnk'rɪptɪd] [计] 非加密的

293 unintended 2 [ˌʌnɪn'tendɪd] adj. 非计划中的；非故意的

294 us 2 pron.我们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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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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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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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value 4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99 valued 1 ['vælju:d] adj.重要的；宝贵的；贵重的；经估价的

300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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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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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vulnerabilities 1 [vʌlnərə'bɪlɪtɪz] n. 脆弱点

304 vulnerability 1 [,vʌlnərə'biliti] n.易损性；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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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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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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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9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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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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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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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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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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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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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i 1 [ˌdʌblju 'ːaɪ] abbr. 威斯康星州(=Wisconsin) abbr. 熟铁(=wrought iron) abbr. 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

317 wider 1 [waɪdə] adj. 更宽的；更广阔的

318 winter 1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
温特

319 wish 1 [wiʃ] n.希望；祝福；心愿 vt.祝愿；渴望；向…致问候语 vi.愿望；需要 n.(Wish)人名；(英)威什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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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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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3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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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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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27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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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