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2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tnite Game Maker to Pay
520 Million for Privacy, Payment Abus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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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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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said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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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ftc 14 [ˌeftiː 'siː ] abbr. 美国联邦贸易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7 epic 13 ['epik] adj.史诗的，叙事诗的 n.史诗；叙事诗；史诗般的作品

8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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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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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children 1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1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game 10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3 i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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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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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layers 10 n.队员，参与者；玩家（player的复数形式）；迷你音碟机，雷射唱盘（player的复数形式）

16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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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games 7 [geɪmz] n. [计算机] 游戏程序 n. 运动会；比赛； 名词game的复数形式. v. 赌博（game的第三人称单数）

19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 agency 6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21 methods 6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22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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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24 ha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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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information 5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6 million 5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27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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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online 5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9 purchases 5 ['pɜ tːʃəsɪz] n. 购买；购买的物品 vt. 购买；通过努力而获得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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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whi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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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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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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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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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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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m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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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making 4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38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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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p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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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personal 4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41 someone 4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42 under 4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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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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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46 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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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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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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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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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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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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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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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default 3 [di'fɔ:lt] vi.拖欠；不履行；不到场 n.违约；缺席；缺乏；系统默认值 vt.不履行；不参加（比赛等）；对…处以缺席裁
判

54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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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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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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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here 3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58 permission 3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59 playing 3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60 privacy 3 ['praivəsi, 'pri-, 'prai-] n.隐私；秘密；隐居；隐居处

61 rule 3 [ru:l] vi.统治；管辖；裁定 n.统治；规则 vt.统治；规定；管理；裁决；支配 n.(Rule)人名；(英)鲁尔；(塞)鲁莱

62 so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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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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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65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66 teens 3 ['ti:nz] n.十多岁，十几岁；青少年

67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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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69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0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71 who 3 pron.谁；什么人

72 with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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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c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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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accused 2 [ə'kju:zd] n.被告 adj.被控告的 v.指责；控告（accuse的过去式）

75 agreed 2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76 agreement 2 [ə'gri:mənt] n.协议；同意，一致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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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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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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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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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charged 2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83 collecting 2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84 collection 2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85 communications 2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86 dark 2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87 deceptive 2 [di'septiv] adj.欺诈的；迷惑的；虚伪的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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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Fede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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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forefront 2 n.最前线，最前部；活动的中心

91 getting 2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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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tention 2 [in'tenʃən] n.意图；目的；意向；愈合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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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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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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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98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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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00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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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misleading 2 [,mis'li:diŋ] adj.令人误解的；引入歧途的 v.给…带错路；把…引入歧途（mislead的ing形式）

102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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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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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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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06 parental 2 [pə'rentl] adj.父母亲的，父母的；亲代的，亲本的

107 parents 2 ['peərənts] n. 父母；双亲 名词parent的复数形式.

108 payment 2 ['peimənt] n.付款，支付；报酬，报答；偿还；惩罚，报应

109 play 2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110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111 provide 2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12 purchase 2 ['pə:tʃəs] n.购买；紧握；起重装置 vt.购买；赢得 vi.购买东西

113 real 2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114 seeks 2 [siː k] vt. 寻求；追求；试图 vi. 寻找

115 settlement 2 ['setlmənt] n.解决，处理；[会计]结算；沉降；殖民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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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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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tr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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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trying 2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120 unauthorized 2 [ʌn'ɔː θəraɪzd] adj. 未经授权的；未经批准的

121 unreasonable 2 [,ʌn'ri:zənəbl] adj.不合理的；过度的；不切实际的；非理智的

122 unwanted 2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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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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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vide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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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violated 2 ['vaɪəleɪt] v. 侵犯；违反；扰乱；亵渎；强奸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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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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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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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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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bove 1 [ə'bʌv] prep.超过；在……上面；在……之上 adv.在上面；在上文 adj.上文的 n.上文

131 abuses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132 accept 1 [ək'sept] vt.接受；承认；承担；承兑；容纳 vi.承认；同意；承兑

133 accidental 1 [,æksi'dentəl] adj.意外的；偶然的；附属的；临时记号的 n.次要方面；非主要的特性；临时记号

134 accusations 1 n.指责( accusation的名词复数 ); 指控; 控告; （被告发、控告的）罪名

135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36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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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139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140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41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4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43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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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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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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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4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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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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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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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154 best 1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155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56 bully 1 ['buli] n.欺凌弱小者；土霸 adj.第一流的；特好的 vt.欺负；威吓 vi.欺侮人 adv.很；十分 int.好；妙 n.(Bully)人名；(法)布
利

157 bullying 1 ['bʊli] n. 欺凌弱小者；开球 vt. 恐吓；威胁；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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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button 1 n.按钮；纽扣 vt.扣住；扣紧；在…上装纽扣 vi.扣住；装有纽扣；扣上纽扣 n.(Button)人名；(英)巴顿

160 buttons 1 n. 按钮；纽扣 名词button的复数形式.

161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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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carrying 1 ['kærɪɪŋ] adj. 运送的；运输的 n. 运送；运输 动词carry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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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66 clarity 1 ['klærəti] n.清楚，明晰；透明 n.(Clarity)人名；(英)克拉里蒂

167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68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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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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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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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competition 1 [,kɔmpi'tiʃən] n.竞争；比赛，竞赛

173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74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75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76 coppa 1 ['kɒpə] 杯形香肠

177 costume 1 ['kɔstju:m, kɔ'stju:m] n.服装，装束；戏装，剧装 vt.给…穿上服装

178 costumes 1 英 ['kɒstjuːm] 美 ['kɑːstuːm] n. 服装；剧装 vt. 提供服装；为 ... 设计服装 adj. 服装打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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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181 creator 1 [kri'eitə] n.创造者；创建者

182 dance 1 [dɑ:ns, dæns] n.舞蹈；舞会；舞曲 vi.跳舞；跳跃；飘扬 vt.跳舞；使跳跃 adj.舞蹈的；用于跳舞的 n.(Dance)人名；(英)丹
斯；(法)当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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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decisions 1 [dɪ'sɪʒn] n. 决定；决心；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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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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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188 developer 1 [di'veləpə] n.开发者；[摄]显影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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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directed 1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disable 1 [dis'eib] vt.使失去能力；使残废；使无资格

192 disables 1 [dɪs'eɪbl] v. 使 ... 失去能力

193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194 download 1 [,daʊn'lod] vt.[计]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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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197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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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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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201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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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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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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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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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fine 1 [fain] adj.好的；优良的；细小的，精美的；健康的；晴朗的 n.罚款 vt.罚款；澄清 adv.很好地；精巧地 n.(Fine)人名；(意)
菲内；(英)法恩

208 fines 1 [fainz] n.罚款（fine的复数）；粉末；细骨料 v.使精细；变好；处…以罚金（fine的三单形式） n.(Fines)人名；(瑞典)菲内
斯；(英)法因斯；(法)菲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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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fr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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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frighten 1 ['fraitən] vt.使惊吓；吓唬… vi.害怕，惊恐

212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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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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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215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216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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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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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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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illegally 1 [i'li:gəli] adv.非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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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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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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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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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increased 1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7 informing 1 [ɪn'fɔː mɪŋ] n. 启发性的演说 动词inform的现在分词形式.

228 intended 1 [in'tendid] adj.故意的，有意的；打算中的 n.已订婚者 v.打算；准备（intend的过去分词）

229 intentionally 1 [in'tenʃənli] adv.故意地，有意地

230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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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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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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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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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236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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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loading 1 ['ləudiŋ] n.装载；装货；装载的货 v.装载，装填，担负（load的ing形式）；装入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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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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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242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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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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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24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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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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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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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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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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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254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255 pa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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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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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258 patterns 1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259 phr 1 ['piː 'etʃ'ɑ rː] n. 照相侦察

260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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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played 1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26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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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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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ressing 1 ['presiŋ] n.压；冲压件 adj.紧迫的；迫切的；恳切的 v.压；按；熨烫衣物（press的ing形式） n.(Pressing)人名；(德)普
雷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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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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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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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rotections 1 [prə'tekʃnz] 保护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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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purpose 1 ['pə:pəs] n.目的；用途；意志 vt.决心；企图；打算

274 reached 1 到达

275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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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78 repayments 1 n.偿还，报答，偿付的钱物( repayment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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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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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requesting 1 [rɪ'kwest] n. 请求；要求 vt. 请求；要求

282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83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84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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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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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88 sal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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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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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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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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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94 settings 1 n. 设置 名词setting的复数形式.

295 settle 1 ['setl] vi.解决；定居；沉淀；下陷 vt.解决；安排；使…定居 n.有背长椅 n.(Settle)人名；(英)塞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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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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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leeping 1 ['sli:piŋ] adj.睡着的 n.睡眠

299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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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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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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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303 step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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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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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trangers 1 [st'reɪndʒəz] n. 陌生人；外地人；新手（stranger的复数形式）

307 subjected 1 [səbd'ʒektɪd] adj. 从属的，隶属的 v. 动词subject的过去式、过去分词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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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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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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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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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314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315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16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317 trick 1 [trik] n.诡计；恶作剧；窍门；花招；骗局；欺诈 vt.欺骗；哄骗；装饰；打扮 vi.哄骗；戏弄 adj.特技的；欺诈的；有决
窍的 n.(Trick)人名；(英)特里克

318 tricked 1 [trɪk] n. 诡计；花招；把戏；诀窍 vt. 欺骗；戏弄 adj. 有诡计的；有阴谋的

319 tricks 1 [trɪks] n. 戏法 名词trick的复数形式.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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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urning 1 ['tə:niŋ] n.转向；旋转；回转；转弯处 v.旋转（turn的ing形式）

322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23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324 unfair 1 [,ʌn'fεə] adj.不公平的，不公正的

325 unknowingly 1 [ʌn'nəuiŋli] adv.不知不觉地

326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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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328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29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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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332 wake 1 vi.醒来；唤醒；警觉 vt.叫醒；激发 n.尾迹；守夜；守丧 n.(Wake)人名；(英)韦克

333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3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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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ears 1 英 [weə(r)] 美 [wer] v. 磨损；穿戴；使疲劳 n. 磨损；穿着；耐久性

337 websites 1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338 week 1 [wi:k] n.周，星期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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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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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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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4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4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34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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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347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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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