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18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Half of Teens Say they
Use Internet Nearly all the Tim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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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3 accused 1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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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dvisor 1 [əd'vaizə] n.顾问；指导教师；劝告者

8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扬
(姓)；(西、荷)阿赫

9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10 algorithm 1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11 algorithms 3 ['ælɡərɪðəm] n. 算法

12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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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most 3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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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6 amplify 1 ['æmplifai] vt.放大，扩大；增强；详述 vi.详述

17 amplifying 1 ['æmplə̩ fɑɪɪŋ] n. 扩大；增强 动词amplify的现在分词.

1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pps 1 n.应用程序，应用软件；应用服务

21 April 1 ['eiprəl] n.四月

22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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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r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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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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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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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29 based 4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0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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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havior 2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33 black 1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34 blocking 1 ['blɔkiŋ] n.阻塞；封闭；大块 v.阻塞（block的ing形式）

35 boys 2 n. 男孩 名词boy的复数形式.

3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7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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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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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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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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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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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3 center 2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44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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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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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learer 1 ['kliərə] n.[助剂]澄清剂；清洁器 adj.更清楚的

48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49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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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52 companies 3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53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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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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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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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58 constant 1 ['kɔnstənt] adj.不变的；恒定的；经常的 n.[数]常数；恒量 n.(Constant)人名；(德)康斯坦特

59 constantly 2 ['kɔnstəntli] adv.不断地；时常地

60 cont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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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depend 1 [di'pend] vi.依赖，依靠；取决于；相信，信赖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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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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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65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66 dropped 1 [drɒpt] v. 降下(减少；划线；停止；除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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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as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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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ncourages 1 英 [ɪn'kʌrɪdʒ] 美 [ɪn'kɜ rːɪdʒ] vt. 鼓励；促进；支持

70 enforce 1 [in'fɔ:s] vt.实施，执行；强迫，强制

71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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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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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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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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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feature 1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76 features 1 ['fiː tʃəz] n. 容貌；特征 名词feature的复数形式.

77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78 fifth 1 [fifθ] adj.第五的；五分之一的 n.第五；五分之一 num.第五

79 fitting 1 ['fitiŋ] n.装配，装置；试穿，试衣 adj.适合的，适宜的；相称的 n.(Fitting)人名；(英、德)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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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2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83 fourth 2 [fɔ:θ] adj.第四的，第四个的；四分之一的 n.第四，月的第四日；四分之一 num.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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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85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86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87 get 4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8 girls 3 ['ɡɜ lːz] n. 女孩子们 名词girl的复数形式.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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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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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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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94 half 2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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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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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98 harm 2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99 harmful 2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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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av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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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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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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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107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08 hispanic 1 [hi'spænik] adj.西班牙的

109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0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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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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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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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inappropriate 2 [,inə'prəupriət] adj.不适当的；不相称的

116 incentive 2 [in'sentiv] n.动机；刺激 adj.激励的；刺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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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19 Instagram 3 英 [ˌins'tægrəm] 美 [ˌɪns'tægrəm] n. 一款图片分享应用

120 interested 1 ['intristid, 'intər-] adj.感兴趣的；有权益的；有成见的 v.使…感兴趣（interest的过去分词）

121 Internet 2 ['intənet] n.因特网

122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3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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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rene 1 n. 艾琳；艾伦(女子名)

125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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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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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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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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keep 2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29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30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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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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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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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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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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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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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139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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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ly 3 abbr.林业行业标准；淋巴细胞；铅合金 n.(Ly)人名；(老、柬、塞内、毛里塔)利；(东南亚国家华语)李

142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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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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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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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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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measures 2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48 media 6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49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50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51 messaging 1 n.消息传送；通知；信息传送 v.发送；报信（message的ing形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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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54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55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56 mo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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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158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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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nearly 2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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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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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nothing 1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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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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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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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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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O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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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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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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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opinion 2 [ə'pinjən] n.意见；主张

173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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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rd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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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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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wned 2 [əund] v.拥有；承认（own的过去分词） adj.自身拥有的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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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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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art 2 n.部分；角色；零件；一些；片段 vt.分离；分配；分开 vi.断裂；分手 adv.部分地 adj.部分的 n.(Part)人名；(英、瑞典)帕
特；(泰)巴；(法)帕尔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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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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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ercen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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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185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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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ew 3 [pju:] n.座位；会众；教堂内的靠背长凳 vt.排座位 n.(Pew)人名；(英)皮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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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platforms 1 [p'lætfɔː mz] 平台

190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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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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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privacy 1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194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195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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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97 profitable 1 ['prɔfitəbl] adj.有利可图的；赚钱的；有益的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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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00 quarter 2 ['kwɔ:tə] n.四分之一；地区；季度；一刻钟；两角五分；节 vi.住宿；驻扎 vt.将…四等分；供某人住宿 num.四分之一

201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202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03 reddit 1 n.（新闻网站名）红迪网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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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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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07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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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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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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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12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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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rights 1 [raits] n.[法]权利；权限；认股权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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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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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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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afer 1 ['seɪfər] adj. 更安全的 形容词safe的比较级.

218 sai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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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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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21 sa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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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223 scroll 1 [skrəul] n.卷轴，画卷；名册；卷形物 vi.成卷形 vt.使成卷形

224 scrolling 1 [sk'rəʊlɪŋ] n. 卷动 动词scroll的现在分词形式.

225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26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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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ervices 10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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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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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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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hares 1 n.[金融]股份（share的复数形式） v.[计]共享，共有；分配（share的三单形式）

233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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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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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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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martphones 1 [s'mɑ tːfəʊnz] 智能手机

239 social 5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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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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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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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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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45 somewhat 2 ['sʌmhwɔt, -hwət] n.几分；某物 adv.有点；多少；几分；稍微

246 spend 3 [spend] vt.度过，消磨（时光）；花费；浪费；用尽 vi.花钱；用尽，耗尽 n.预算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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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tep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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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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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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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tronger 1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252 stud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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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54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55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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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itable 1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25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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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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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售得金额

260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61 targeting 1 ['tɑːɡɪtɪŋ] n. 目标 动词targe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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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een 6 [ti:n] n.青少年（等于teenager）；愤怒；悲哀 adj.十几岁的（等于teenaged）

264 teenagers 1 ['tiː nˌeɪdʒəz] n. 青少年 名词teenager的复数形式.

265 teens 18 ['ti:nz] n.十多岁，十几岁；青少年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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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ext 1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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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at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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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1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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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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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4 they 1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5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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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im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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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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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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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witch 1 [twitʃ] n.抽搐；抽动；痉挛；阵痛 vi.抽搐；抽动；阵痛 vt.使抽动；攫取；猛拉

282 twitter 2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83 typical 1 ['tipikəl] adj.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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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86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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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us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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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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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90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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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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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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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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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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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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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eaknesses 1 ['wiː knəsɪz] 劣势

298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99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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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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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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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03 who 2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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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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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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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8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09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0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11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12 young 2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313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14 YouTube 4 英 ['ju tːjuːb] 美 ['ju tːuːb] n. 一个互联网视频共享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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