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3-1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oogle Adds New AI Tools for
Developers, Business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able 4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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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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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6 achieve 1 vt.取得；获得；实现；成功 vi.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预期的结果，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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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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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additions 1 [ə'dɪʃnz] 添加剂

10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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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fter 3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3 ai 21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4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15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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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nounced 3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 announcement 1 [ə'naunsmənt] n.公告；宣告；发表；通告

21 application 1 n.应用；申请；应用程序；敷用；（对事物、学习等）投入

22 applications 1 [æplɪ'keɪʃəns] n. 申请书；应用程序 名词ap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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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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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sist 2 [ə'sist] n.帮助；助攻 vi.参加；出席 vt.帮助；促进

27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8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29 bar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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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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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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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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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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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ing 2 n.堆；材料堆 n.必应（Bing，微软搜索引擎产品） n.（Bing）人名；（英、德、挪、匈）宾

38 brief 2 [bri:f] adj.简短的，简洁的；短暂的，草率的 n.摘要，简报；概要，诉书 vt.简报，摘要；作…的提要 n.(Brief)人名；(英)布
里夫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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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rowser 1 ['brauzə] n.[计]浏览器；吃嫩叶的动物；浏览书本的人

41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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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3 business 4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44 businesses 3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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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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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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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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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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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hie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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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loud 1 [klaud] n.云；阴云；云状物；一大群；黑斑 vt.使混乱；以云遮敝；使忧郁；玷污 vi.阴沉；乌云密布 n.(Cloud)人名；(法)
克卢；(英)克劳德

52 collaborate 1 [kə'læbəreit] vi.合作；勾结，通敌

53 collaborator 1 [kə'læbəreitə(r)] n.[劳经]合作者；勾结者；通敌者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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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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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ommit 1 [kə'mit] vt.犯罪，做错事；把...交托给；指派…作战；使…承担义务

57 committed 1 [kə'mitid] adj.坚定的；效忠的；承担义务的 v.承诺；委托；干坏事；付诸（commit的过去分词）

58 communication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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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60 compan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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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ete 1 [kəm'pi:t] vi.竞争；比赛；对抗

62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63 complex 2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64 computer 3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65 confirmed 2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66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7 create 4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8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69 creator 1 [kri'eitə] n.创造者；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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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curr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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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currently 2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73 data 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4 decision 1 [di'siʒən] n.决定，决心；决议

75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76 demonstrate 1 ['demənstreit] vt.证明；展示；论证 vi.示威

77 demonstration 2 [,demən'streiʃən] n.示范；证明；示威游行

78 description 1 [di'skripʃən] 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79 descriptions 1 n. 摹状词；描述；种类，类型（名词description的复数形式）

80 designed 5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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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83 developers 4 [dɪ'veləpəz] 开发商

84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85 develop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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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87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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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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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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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cs 1 ['dɒks] abbr. 文档；文献 (=doc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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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documents 4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91 dollar 1 ['dɔlə] n.美元 n.(Dollar)人名；(英)多拉尔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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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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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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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as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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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dge 1 [edʒ] n.边缘；优势；刀刃；锋利 vt.使锐利；将…开刃；给…加上边 vi.缓缓移动；侧着移动 n.(Edge)人名；(英)埃奇

98 educators 1 ['edʒʊkeɪtəz] 教育者

99 email 2 ['i:'meil] n.电子信函 vt.给…发电子邮件 n.(Email)人名；(法)埃马伊

100 emails 1 ['iː meɪlz] 邮件

101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102 engine 2 ['endʒin] n.引擎，发动机；机车，火车头；工具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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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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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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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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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faced 1 [feist] adj.有某种面孔或表情的；有…表面的 v.面对（face的过去分词）

109 factual 1 ['fæktʃuəl] adj.事实的；真实的

110 feeding 1 ['fi:diŋ] n.饲养；吃；输送 adj.供给饲料的；摄取食物的 v.饲养（feed的ing形式）

111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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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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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15 fr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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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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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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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generate 3 vt.使形成；发生；生殖；产生物理反应

120 gmail 2 [ɡ'meɪl] n. 由GOOGLE提供的E-mail

121 google 19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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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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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25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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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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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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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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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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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eavily 1 ['hevili] adv.沉重地；猛烈地；沉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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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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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hostile 1 ['hɔstail, -təl] adj.敌对的，敌方的；怀敌意的 n.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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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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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37 human 5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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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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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dustries 1 ['ɪndəstri] n. 工业；产业；行业；勤勉；勤劳

141 insulting 1 [in'sʌltiŋ] adj.侮辱的，无礼的；污蔑的；损害人体的 v.侮辱；损害（insult的ing形式）

142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143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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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vestment 1 [in'vestmənt] n.投资；投入；封锁

147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8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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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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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kurian 4 库里安

152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53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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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55 launched 2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156 launching 1 ['lɔ:ntʃiŋ, 'lɑ:n] n.发射；下水；创设 v.发射；发动；开始从事（launch的ing形式）

157 lawyers 1 ['lɔː jəz] 律师

158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159 lik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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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61 machine 1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62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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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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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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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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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arket 2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67 marketers 1 ['mɑːkɪtəz] 营销人员

168 marke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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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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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72 meeting 1 ['mi:tiŋ] n.会议；会见；集会；汇合点 v.会面；会合（meet的ing形式）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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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microsoft 4 ['maikrəusɔft] n.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PC软件主要厂商）

175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176 mistakes 1 [mɪ'steɪk] n. 错误；误会；过失 v. 误解；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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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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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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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ultibillion 1 英 [mʌltɪ'bɪljən] 美 ['mʌltɪ'bɪljən] adj. 数万亿的

181 new 1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82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183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4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185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6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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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nline 2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89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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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organizing 1 v.组织（organize的ing形式）；使有机化 n.组织 adj.组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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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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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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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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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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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198 personalize 1 ['pə:sənəlaiz] vt.使个性化；把…拟人化

199 pichai 1 披猜

200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01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20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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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owered 1 ['pauəd] adj.有动力装置的；以…为动力的 n.促进（power的过去分词）；给…提供动力

205 presentations 1 n. 展示；自我介绍；业务陈述（presentation的复数形式）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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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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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roduce 3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09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10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11 products 3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212 professions 1 [prə'feʃnz] 职业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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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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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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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publ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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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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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 rː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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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21 ra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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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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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re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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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received 1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24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5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6 redesign 1 [,ri:di'zain] vt.重新设计 n.重新设计；新设计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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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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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leasing 2 [rɪ'liː sɪŋ] n. 释放 动词relea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30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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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33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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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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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36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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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9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40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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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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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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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calable 2 ['skeiləbl] adj.可攀登的；可去鳞的；可称量的

244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45 sear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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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econds 1 ['sekəndz] n. 秒，时刻 名词second的复数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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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49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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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shortly 1 ['ʃɔ:tli] adv.立刻；简短地；唐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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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kills 1 技能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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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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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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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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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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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sundar 1 n. 顺达(在马来西亚；东经 115º15' 北纬 4º55')

260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1 systems 5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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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售得金额

263 technology 5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64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65 testers 1 测试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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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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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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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he 3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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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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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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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4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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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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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omas 1 ['tɔməs] n.托马斯（男子名）；多马（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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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o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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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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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2 tool 3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283 tools 17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84 training 1 ['treiniŋ] n.训练；培养；瞄准；整枝 v.训练；教养（train的ing形式）

285 trains 1 [treɪn] n. 列车；火车；行列；一系列 vt. 训练；培训；瞄准 vi. 进行锻炼，接收训练；练习

286 transform 2 [træns'fɔ:m, trænz-, trɑ:n-] vt.改变，使…变形；转换 vi.变换，改变；转化

287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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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used 4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0 users 3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29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92 value 1 ['vælju:] n.值；价值；价格；重要性；确切涵义 vt.评价；重视；估价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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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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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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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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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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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web 1 [web] n.网；卷筒纸；蹼；织物；圈套 vt.用网缠住；使中圈套 vi.形成网

300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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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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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304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05 widely 2 ['waidli] adv.广泛地

306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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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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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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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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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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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11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12 workspace 2 英 ['wɜːkspeɪs] 美 ['wɜ rːkspeɪs] n. 工作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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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riting 2 ['raitiŋ] n.书写；作品；著作；[法]笔迹 v.书写（write的ing形式）

315 Writings 1 ['raitiŋz] n.作品，篇章（writing的复数形式）

316 written 2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31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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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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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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