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usinesses Use AI Tools
Despite Risk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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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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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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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6 advises 1 [əd'vaɪz] vt. 劝告；通知；忠告；建议 vi. 提建议

7 advisory 1 [əd'vaizəri] adj.咨询的；顾问的；劝告的 n.报告；公告

8 ai 11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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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1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2 amazon 2 ['æməzɔn] 亚马逊；古希腊女战士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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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d 16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7 anna 1 ['ænə] n.安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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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nouncing 1 [ə'naʊnsɪŋ] n. 宣布 动词announ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21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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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25 article 1 ['ɑ:tikəl] n.文章；物品；条款；[语]冠词 vt.订约将…收为学徒或见习生；使…受协议条款的约束 vi.签订协议；进行控告

26 artificial 1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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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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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udio 1 ['ɔ:diəu] adj.声音的；[声]音频的，[声]声频的

31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2 bard 1 [bɑ:d] n.吟游诗人 n.(Bard)人名；(瑞典、英)巴德；(法)巴尔；(阿拉伯、德、俄)巴尔德

33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4 billions 1 ['bɪljənz] n. 数十亿 名词billion的复数形式.

35 bloom 1 [blu:m] n.花；青春；旺盛 vt.使开花；使茂盛 vi.开花；茂盛 n.(Bloom)人名；(瑞典、西)布洛姆；(英)布卢姆

36 book 2 n.书籍；卷；账簿；名册；工作簿 vt.预订；登记 n.(Book)人名；(中)卜(广东话·威妥玛)；(朝)北；(英)布克；(瑞典)博克

37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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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usinesses 5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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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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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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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mpaign 1 [kæm'pein] vi.作战；参加竞选；参加活动 n.运动；活动；战役

44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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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46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47 CEO 1 abbr.首席执行官；执行总裁（chiefexecutiveofficer）

48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49 chatbot 2 聊天机器人

50 checkers 1 ['tʃekəz] n.西洋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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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oosing 1 v.选择；决定（choose的ing形式）

53 claire 1 [klεə] n.克莱儿（女子名）

54 coca 2 ['kəukə] n.古柯，古柯叶 n.(Coca)人名；(塞)措察；(英、西、意、罗)科卡

55 cola 2 ['kəulə] n.可乐；可乐树（其子含咖啡碱） n.(Cola)人名；(塞)措拉；(西、意、罗)科拉

56 c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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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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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9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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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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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competitor 1 [kəm'petitə] n.竞争者，对手

63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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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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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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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pying 1 ['kɔpiiŋ] n.复制；誊写；仿形切削 v.复制；抄写（copy的现在分词）

69 copyr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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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71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72 creative 1 [kri'eitiv] adj.创造性的

73 creator 1 [kri'eitə] n.创造者；创建者

74 creators 1 创造者

75 curran 2 n.(Curran)人名；(英)柯伦；(意、瑞典)库兰

76 customer 2 ['kʌstəmə] n.顾客；家伙

77 customers 3 ['kʌstəməz] n. 顾客；<口>家伙 名词customer的复数形式

78 Dall 3 [dɔ:l] n.野大白羊（产于北美西北部山区）；达尔（男子名）

79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西)
迪尔

80 debevoise 1 n. 德贝沃伊斯

81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82 delivery 1 [di'livəri] n.[贸易]交付；分娩；递送

83 deploying 1 [dɪ'plɔɪ] v. 部署；展开；进入战斗位置；配置

84 despite 1 [di'spait] prep.尽管，不管 n.轻视；憎恨；侮辱

85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86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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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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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document 1 n.文件，公文；[计]文档；证件 vt.记录，记载

89 documents 1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90 dollars 1 n. 美元（dollar的复数）

91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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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mails 1 ['iː meɪlz] 邮件

94 embrace 2 [im'breis] vt.拥抱；信奉，皈依；包含 vi.拥抱 n.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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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ngine 1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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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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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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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02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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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05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06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07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08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109 firm 1 ['fə:m] adj.坚定的；牢固的；严格的；结实的 vt.使坚定；使牢固 vi.变坚实；变稳固 adv.稳固地 n.公司；商号

110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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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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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Forrester 1 n. 福里斯特

114 from 2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15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6 gather 1 ['gæðə] vt.收集；收割；使…聚集；使…皱起 vi.聚集；化脓；皱起 n.聚集；衣褶；收获量 n.(Gather)人名；(德)加特

117 generate 2 vt.使形成；发生；生殖；产生物理反应

118 generated 1 [d'ʒenəreɪtɪd] adj. 生成的 动词gen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9 generator 1 ['dʒenəreitə] n.发电机；发生器；生产者

120 generators 2 [d'ʒenəreɪtəz] 生成元；发电机; 发生器（名词generator的复数形式）

121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22 google 2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23 gressel 2 格雷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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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growing 2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26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27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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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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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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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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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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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134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35 hugging 1 [hʌɡ] v. 拥抱；紧抱；抱有；挨着 n. 拥抱；紧抱

136 ideas 3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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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ma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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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mages 2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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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42 intelligence 1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43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44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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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vesting 1 [ɪnvestɪŋ] n. 投资 动词invest的现在分词形式.

146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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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9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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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5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53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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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156 law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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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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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159 li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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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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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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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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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arketers 1 ['mɑːkɪtəz] 营销人员

165 market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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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attel 1 n.美泰公司（全球最大的玩具生产商之一）；美泰儿（生产芭比娃娃的制造商）

167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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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icrosoft 2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170 misinformation 1 [,misinfə'meiʃən] n.误报；错误的消息

171 model 1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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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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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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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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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must 1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77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8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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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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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of 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2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83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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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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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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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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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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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artner 1 ['pɑ:tnə] n.伙伴；合伙人；配偶 vi.合伙；合股；成为搭档 vt.使合作；与…合伙 n.(Partner)人名；(英、德)帕特纳

189 partnership 3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190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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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photography 1 [fə'tɔgrəfi] n.摄影；摄影术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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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lans 2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95 pl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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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limpton 1 n. 普林顿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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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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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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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ocessors 1 n. 处理器 名词processor的复数形式.

203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04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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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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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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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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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10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11 Quincey 1 昆西 n.(Quincey)人名；(法)坎塞；(英)昆西

212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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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readily 1 ['redili] adv.容易地；乐意地；无困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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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16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17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18 recommendations 1 建议

219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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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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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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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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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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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rowan 1 ['rauən, 'rəu-] n.花楸（一种山梨） n.(Rowan)人名；(英)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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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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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earch 1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229 seller 1 ['selə] n.卖方，售货员 n.(Seller)人名；(匈)谢勒；(西)塞列尔

230 senior 1 ['si:njə] adj.高级的；年长的；地位较高的；年资较深的，资格较老的 n.上司；较年长者；毕业班学生 n.(Senior)人名；
(英)西尼尔

231 servic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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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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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234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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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uld 4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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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38 society 2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39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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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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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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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43 spell 1 [spel] vt.拼，拼写；意味着；招致；拼成；迷住；轮值 n.符咒；一段时间；魅力 vi.拼字；轮替 n.(Spell)人名；(英)斯佩尔

244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5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246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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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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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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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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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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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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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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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5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57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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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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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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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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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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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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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ools 8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67 toy 1 [tɔi] n.玩具；小装饰品；不值钱的东西 vi.玩弄；调情；随随便便地对待 adj.作为玩具的；玩物似的 n.(Toy)人名；(英、土)
托伊；(法)图瓦

268 toys 1 ['tɔɪz] n. 玩具 名词toy的复数形式.

269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0 try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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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72 u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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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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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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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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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7 vehicle 1 ['viː ɪk(ə)l] n.[车辆]车辆；工具；交通工具；运载工具；传播媒介；媒介物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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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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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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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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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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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heels 1 [wiː l] n. 方向盘；车轮；旋转；周期 vi. 旋转；转动；改变方向 vt. 用车运；转动；给 ... 装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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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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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8 widely 1 ['waidli] adv.广泛地

289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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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or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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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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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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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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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workplace 1 ['wə:kpleis] n.工作场所；车间

296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7 writing 1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298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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