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1-06 [Education Report] How to Avoid Plagiarism 词频表词频表

1 to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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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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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s 2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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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students 19 [st'juːdnts] 学生

7 or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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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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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1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ca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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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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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writing 1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13 plagiarism 9 ['pleidʒjərizəm] n.剽窃；剽窃物

14 student 9 ['stju:dənt, 'stu:-] n.学生；学者 n.(Student)人名；(德)施图登特

15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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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ei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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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us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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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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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not 7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word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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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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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ing 6 ['kɔpiiŋ] n.复制；誊写；仿形切削 v.复制；抄写（copy的现在分词）

24 d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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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nglis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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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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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how 6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8 if 6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9 avoid 5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0 citation 5 [sai'teiʃən] n.引用，引证；[法]传票；褒扬

31 rule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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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om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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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text 5 [tekst] n.[计]文本；课文；主题 vt.发短信

34 them 5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35 works 5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6 anoth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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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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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itations 4 [saɪ'teɪʃnz] 引文

39 com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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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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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opy 4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41 cred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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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v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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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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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ideas 4 观念

45 international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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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learn 4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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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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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original 4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50 professors 4 [prə'fesəz] 大学教授

51 published 4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52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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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there 4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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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universities 4 英 [ˌjuːnɪ'vɜːsəti] 美 [ˌjuːnɪ'vɜ rːsəti] n. 大学

56 with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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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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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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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1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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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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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4 cultures 3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65 eas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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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press 3 [ik'spres] vt.表达；快递 adj.明确的；迅速的；专门的 n.快车，快递，专使；捷运公司

67 fir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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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free 3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69 intellectual 3 [,intə'lektjuəl, -tʃuəl] adj.智力的；聪明的；理智的 n.知识分子；凭理智做事者

70 know 3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71 law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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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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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74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75 pers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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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property 3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77 quoted 3 英 [kwəʊt] 美 [kwoʊt] v. 引述；报价；举证 n. 引用

78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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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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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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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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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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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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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wor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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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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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alternative 2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8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7 andrew 2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88 attention 2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89 authorship 2 ['ɔ:θəʃip] n.（书等的）原创作者，来源；作者的身份；著述业

90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91 cite 2 [sait] vt.引用；传讯；想起；表彰

92 class 2 n.阶级；班级；种类；班；等级 vt.分类；把…分等级；把…归入某等级，把…看作（或分类、归类）；把…编入某一班
级 adj.极好的；很好的，优秀的，出色的 vi.属于…类（或等级），被列为某类（或某级） n.（英、德）克拉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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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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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copied 2 ['kɒpɪd] adj. 复制的；模仿的；抄写的 动词cop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6 copyright 2 ['kɔpi,rait] n.版权，著作权 adj.版权的；受版权保护的 vt.保护版权；为…取得版权

97 copyrighted 2 ['kɒpɪ̩ raɪtɪd] adj. 版权所有的 动词copyrigh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8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99 cultural 2 ['kʌltʃərəl] adj.文化的；教养的

100 differences 2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101 difficult 2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02 education 2 [,edju:'keiʃən] n.教育；培养；教育学

103 everyone 2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04 explain 2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05 feel 2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0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7 g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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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iving 2 ['gɪvɪŋ] n. 给予；给予物 动词give的现在分词.

109 grade 2 [greid] n.年级；等级；成绩；级别；阶段 vt.评分；把…分等级 vi.分等级；逐渐变化 n.(Grade)人名；(英)格雷德；(法、
德、西、葡、塞、瑞典)格拉德

110 Harvard 2 ['hɑ:vəd] n.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学生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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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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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orowitz 2 霍罗威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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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17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18 into 2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19 Jill 2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20 justice 2 ['dʒʌstis] n.司法，法律制裁；正义；法官，审判员 n.(Justice)人名；(英)贾斯蒂斯，贾斯蒂丝(女名)

121 language 2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22 legal 2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23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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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25 mu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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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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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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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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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others 2 pron.其他人

130 papers 2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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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33 plagiarizing 2 ['pleɪdʒəraɪz] vt. 抄袭；剽窃

134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135 programs 2 [p'rəʊɡræmz] n. 程序；节目；课程（名词program的复数形式）

136 purdue 2 n. 珀杜（美国大学名）

137 quote 2 [kwəut, kəut] vt.报价；引述；举证 vi.报价；引用；引证 n.引用

138 rather 2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139 respect 2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140 Robbins 2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141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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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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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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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smith 2 [smiθ] n.铁匠；锻工；制作者 vt.锻制 vi.锻打金属；当锻工

145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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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ource 2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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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tyle 2 [stail] n.风格；时尚；类型；字体 vt.设计；称呼；使合潮流 vi.设计式样；用刻刀作装饰画 n.(Style)人名；(英)斯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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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themselves 2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151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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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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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56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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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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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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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61 will 2 [wɪl] n.意志；决心；情感；遗嘱；意图；心愿 vt.决心要；遗赠；用意志力使 vi.愿意；下决心 aux.将；愿意；必须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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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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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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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academic 1 [,ækə'demik] adj.学术的；理论的；学院的 n.大学生，大学教师；学者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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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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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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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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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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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姓)；(西、荷)阿赫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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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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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architecture 1 n.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架构

175 artworks 1 ['ɑ tːwɜːks] 艺术品

176 assign 1 [ə'sain] vt.分配；指派；[计][数]赋值 vi.将财产过户（尤指过户给债权人）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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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automatically 1 [,ɔ:tə'mætikəli] adv.自动地；机械地；无意识地 adj.不经思索的

179 avoiding 1 [ə'vɔɪd] vt. 避免；逃避；[律]使无效；撤销

180 banned 1 [bæn] v. 禁止；剥夺权利 n. 禁令；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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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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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185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186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87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188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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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90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91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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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94 challenge 1 n.挑战；怀疑 vt.向…挑战；对…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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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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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citing 1 ['saɪtɪŋ] n. 引用；引证；举例 动词ci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98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199 co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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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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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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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compare 1 n.比较 vt.比拟，喻为；[语]构成 vi.相比，匹敌；比较，区别；比拟（常与to连用） n.(Compare)人名；(意)孔帕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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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conversations 1 n. 会话（conversation的复数）

205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206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207 coursework 1 英 ['kɔː swɜːk] 美 ['kɔː rswɜ rːk] n. 课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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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creations 1 [kri'ː eɪʃnz] n. 创作

210 creator 1 [kri'eitə] n.创造者；创建者

211 creators 1 创造者

212 criticism 1 ['krɪtɪsɪzəm] n.批评；考证；苛求

213 databases 1 ['deɪtəbeɪs] n. 数据库

214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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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dictionary 1 ['dikʃənəri] n.字典；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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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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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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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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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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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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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225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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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228 email 1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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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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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pectation 1 [,ekspek'teiʃən] n.期待；预期；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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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pelled 1 [ɪk'spel] vt. 驱逐；开除；排出

235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236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237 extends 1 [ɪk'stend] v. 延伸；延长；伸展；扩展；提供；使竭尽全力

238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239 fail 1 [feil] vi.失败，不及格；破产；缺乏；衰退 vt.不及格；使失望；忘记；舍弃 n.不及格 n.(Fail)人名；(葡、捷)法伊尔；(法)法
伊

240 failure 1 ['feiljə] n.失败；故障；失败者；破产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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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familiar 1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243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244 find 1 vt.查找，找到；发现；认为；感到；获得 vi.裁决 n.发现 n.(Find)人名；(丹)芬

245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246 follo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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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fully 1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248 Georgetown 1 ['dʒɔ:dʒtaun] n.乔治城（圭亚那首都）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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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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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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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historical 1 [his'tɔrikəl] adj.历史的；史学的；基于史实的

254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255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256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25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258 indicating 1 ['ɪndɪkeɪtɪŋ] adj. 指示的；标志的 动词indicate的现在分词.

259 indication 1 [,indi'keiʃən] n.指示，指出；迹象；象征

260 instructors 1 [ɪnst'rʌktəz] 辅导员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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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kidnapper 1 ['kidnæpə] n.绑匪；诱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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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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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267 letter 1 ['letə] n.信；字母，文字；证书；文学，学问；字面意义 vt.写字母于 vi.写印刷体字母 n.(Letter)人名；(英)莱特

268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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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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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long 1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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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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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me 1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276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277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78 merriam 1 n. 梅里亚姆

279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80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281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282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283 music 1 ['mju:zik] n.音乐，乐曲

284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85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8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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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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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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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occasion 1 [ə'keiʒən, əu-] n.时机，机会；场合；理由 vt.引起，惹起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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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93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294 organize 1 ['ɔ:gənaiz] vt.组织；使有系统化；给予生机；组织成立工会等 vi.组织起来；成立组织

29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96 owl 1 [aul] n.猫头鹰；枭；惯于晚上活动的人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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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299 ownership 1 ['əunəʃip] n.所有权；物主身份

300 owning 1 英 [əʊn] 美 [oʊn] adj. 自己的；特有的 n. 自己的东西 v. 承认；拥有

301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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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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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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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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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percentage 1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307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308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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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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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plagiarized 1 ['pleɪdʒəraɪz] vt. 抄袭；剽窃

31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13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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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316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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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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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publisher 1 ['pʌbliʃə] n.出版者，出版商；发行人

321 publishers 1 ['pʌblɪfəz] n. 出版公司；出版商 名词publisher的复数形式.

322 punishment 1 ['pʌniʃmənt] n.惩罚；严厉对待，虐待

323 rank 1 [ræŋk] n.排；等级；军衔；队列 adj.讨厌的；恶臭的；繁茂的 vt.排列；把…分等 vi.列为；列队 n.(Rank)人名；(英、德、
芬、捷)兰克

324 ranking 1 ['ræŋkiŋ] adj.上级的；头等的；超群的 n.等级；地位 v.排列；归类于（rank的ing形式） n.(Ranking)人名；(英)兰金

325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326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327 reference 1 ['refərəns] n.参考，参照；涉及，提及；参考书目；介绍信；证明书 vi.引用 vt.引用

328 remember 1 [ri'membə] vt.记得；牢记；纪念；代…问好 vi.记得，记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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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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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resource 1 [ri'sɔ:s, -'zɔ:s, 'ri:s-, 'ri:z-] n.资源，财力；办法；智谋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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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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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score 1 [skɔ:] n.分数；二十；配乐；刻痕 vt.获得；评价；划线，刻划；把…记下 vi.得分；记分；刻痕 n.(Score)人名；(英)斯科
尔

336 second 1 ['sekənd] n.秒；第二名；瞬间；二等品 vt.支持 adj.第二的；次要的；附加的 num.第二 adv.第二；其次；居第二位 n.
(Second)人名；(法)塞孔

337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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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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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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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sentences 1 ['sentəns] n. 句子；判决 vt. 宣判；判决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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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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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344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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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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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software 1 ['sɔftwεə, 'sɔ:-] n.软件

348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49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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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spoken 1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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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steals 1 [stiː l] v. 偷；窃取 n. 偷窃；便宜货；(欺诈的)政治交易

353 steven 1 ['sti:vən] n.史蒂文（男子名）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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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35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57 talked 1 [tɔː k] v. 交谈；商讨；演讲；阐述；劝服 n. 谈话；会谈；讨论；讲话；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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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9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360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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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2 thus 1 adv.因此；从而；这样；如此 conj.因此

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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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4 tradition 1 [trə'diʃən] n.惯例，传统；传说

365 trouble 1 ['trʌbl] n.麻烦；烦恼；故障；动乱 vt.麻烦；使烦恼；折磨 vi.费心，烦恼

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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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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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8 unlicensed 1 [ʌn'laɪsnst] adj. 没有执照的；未经当局许可的；未经注册的

369 urge 1 [ə:dʒ] vt.力劝，催促；驱策，推进 n.强烈的欲望，迫切要求；推动力 vi.强烈要求

370 vary 1 ['vεəri] vi.变化；变异；违反 vt.改变；使多样化；变奏 n.(Vary)人名；(英、法、罗、柬)瓦里

371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72 vocabulary 1 n.词汇；词表；词汇量

373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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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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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Webster 1 ['webstə] n.韦伯斯特（姓氏或男子名）

377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378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379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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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1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82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83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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