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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T 行业有很多容易读错的单词，很多新造的轮子可能也会用到生造词。本项目搜集这样的单词，标
注音标，并提供简单的释义。
如果您有兴趣完善此项目，欢迎提交 PR。项目主页：https://github.com/annProg/program
erDict。

目录
前言

B

14 N

14

1 A

1

15 O

15

2 B

2

16 P

16

3 C

3

17 Q

17

4 D

4

18 R

18

5 E

5

19 S

19

6 F

6

20 T

20

7 G

7

21 U

21

8 H

8

22 V

22

9 I

9

23 W

23

10 J

10

24 X

24

11 K

11

25 Y

25

12 L

12

26 Z

26

13 M

13

贡献者

27

第1章 A
ACID /ˈæsɪd/
CET4 TEM4
AJAX /'eidʒæks/
创建交互式 Web 应用程序而无需牺牲浏览器
兼容性的流行方法（Asynchronous JavaScript
and XML）。
AMD /,e ɛm 'di/
ABBREVIATION for
API /ˌeɪ piː ˈaɪ/
ABBREVIATION for
ASCII /ˈæski; ˈæski/
美国信息交换标准码
（American Standard Code
for Information Interchange）。
Adobe /əˈdoʊbi/
美国 Adobe 公司（著名的图形图像和排版软
件的生产商）
；奥多比公司。
Alpine /ˈælpaɪn; ˈælpaɪn/
adj. （与）阿尔卑斯山（有关）的
Angular /ˈæŋɡjələr; ˈæŋɡjələ(r)/
一款十分流行且好用的 Web 前端框架，目前
由 Google 维护；[生物] 有角的；生硬的，笨
拙的；瘦削的。
Apache /əˈpætʃi; əˈpætʃi/
Web 服务器软件；阿帕奇；阿帕切族（美洲
印第安部族）
。
Arduino /a:(r)duinəu/
Arduino 是一款便捷灵活、方便上手的开源电
子原型平台。
Axure /`æk∫ur/
原型设计工具
Azure /ˈæʒər; ˈæʒə(r); ˈæzjʊə(r)/
Microsoft Azure 灵活的开放式云计算平台。
adj.
蔚蓝的，天蓝色的。
abnormal /æbˈnɔːrml; æbˈnɔːml/
adj. 反常的，不规则的；变态的
access /ˈækses; ˈækses/
（对计算机存储器的）访问。
accurate /ˈækjərət; ˈækjərət/
adj. 精确的
acquire /əˈkwaɪər; əˈkwaɪə(r)/
vt. 获得；取得；学到；捕获

admin /ˈædmɪn; ˈædmɪn/
管理，行政（administration）。
agile /ˈædʒl; ˈædʒaɪl/
敏捷的；敏捷开发。
alias /ˈeɪliəs; ˈeɪliəs/
别名。
alignment /əˈlaɪnmənt; əˈlaɪnmənt/
n. 队列，成直线；校准；结盟
alpha /ˈælfə; ˈælfə/
n. 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开端；最初
amazon /ˈæməzɑːn; ˈæməzən/
亚马逊
analogy /əˈnælədʒi; əˈnælədʒi/
类比；类推；模拟。
app /æp; æp/
（计算机）应用程序 (application)。
archive /ˈɑːrkaɪv/
档案，归档，存档。
array /əˈreɪ; əˈreɪ/
数组。
atomicity /ˌætəˈmɪsəti; ˌætəˈmɪsəti/
n. 原子数；原子价
avatar /ˈævətɑːr; ˈævətɑː(r)/
（网络）头像，替身。

第2章 B
BSD /todo/
abbr.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软件
（Berkeley Software Distribution）
Beego /biɡoʊ/
一个使用 Go 的思维来帮助您构建并开发 Go
应用程序的开源框架。
behavior /bɪ'hevjɚ; bɪˈheɪvjə/
n. 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beta /'betɚ; ˈbiːtə/
n.（希腊字母表的第二个字母）
；项，类；等，
乙等；星；衰变的，粒子的；系数，因素
bind /baɪnd; baɪnd/
绑定。
budget /ˈbʌdʒɪt; ˈbʌdʒɪt/
n. 预算，预算费

第3章 C
CCL /todo/
abbr. 通用命令语言（Common Command Language）
；
加拿大劳工联合会
（Canadian Congress
of Labour）
CI /,si 'aɪ/
持续集成（Continuous Integration）
。
CodeIgniter；CodeIgniter 是一个小巧但功能
强大的 PHP 框架，作为一个简单而 ‘‘优雅’’
的工具包，它可以为开发者们建立功能完善
的 Web 应用程序。
CMDB /todo/
配置管理数据库（Conﬁguration Management
Database）
CSS /si es es/
层叠样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是一种
用来表现 HT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一个
应用）或 XML（标准通用标记语言的一个子
集）等文件样式的计算机语言。
CaaS /si eɪ eɪ es/
容器即服务（Container as a Service）
。
中国农业科学院（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计算机辅助采购系统（computer assisted acquisition system）
。
通信即服务（Communications as a Service）。
CentOS /todo/
社区企业操作系统
（Community Enterprise Operating System）。CentOS 项目是一个社区驱
动的自由软件项目，专注于围绕 Linux 平台
交付一个健壮的开源生态系统。
Ceph /sef/
Ceph 是一个开源软件存储平台，在单个分布
式计算机集群上实现对象存储，并提供用于
对象，块和文件级存储的 3in1 接口。
CoreDNS /kɔːr di en es/
CoreDNS 是一个 DNS 服务器/转发器，用 Go
编写，提供链式插件，每个插件都执行（DNS）
功能。
Cygwin /sigwin/
Cygwin 是一个在 Windows 平台上运行的类
UNIX 模拟环境。

cache /kæʃ; kæʃ/
电脑高速缓冲存储器；缓存。
collation /kəˈleɪʃn; kəˈleɪʃn/
n. 校对；斋日的点心；牧师职务
consistency /kənˈsɪstənsi; kənˈsɪstənsi/
n. [计] 一致性；稠度；相容性
cursor /ˈkɜːrsər; ˈkɜːsə(r)/
n. 光标；（计算尺的）[计] 游标，指针

第4章 D
DBaaS /todo/
基于 130 个网页-相关网页
DCL /todo/
Doctor of Civil Law 民法博士
DDL /todo/
abbr. 数据定义语言（data deﬁnition language）
DML /todo/
abbr. 现代语言博士（Doctor of Modern Languages）；数据操作语言（Data Manipulation
Language）
DQL /todo/
双横向摆臂
Debian /ˈdɛbiːən/
n. 一种自由操作系统
Dijkstra /todo/
n. 迪杰斯特拉（姓氏）
Discuz /dis'kʌz/
n. 康盛创想（软件名）
Django /ˈdʒæŋɡo/
用 python 语言写的开源 web 开发框架
Docker /ˈdɑːkər; ˈdɒkə(r)/
n. 码头工人
DokuWiki /todo/
基于 4 个网页-相关网页
Drone /droʊn; drəʊn/
n. 雄蜂；嗡嗡的声音；懒惰者；无人机（非
正式）
Dubbo /AUSTRALIAN; 'dʌbəu/
/db/
daemon /ˈdiːmən/
守护进程
dashboard /ˈdæʃbɔːrd; ˈdæʃbɔːd/
n. 汽车等的仪表板；马车等前部的挡泥板
debt /det; det/
n. 债务；借款；罪过
deny /dɪˈnaɪ; dɪˈnaɪ/
vt. 否定，否认；拒绝给予；拒绝. . . 的要求
deque /dɛk; dek/
n. 双端队列；双队列
digest /daɪˈdʒest,dɪˈdʒest; daɪˈdʒest; dɪˈdʒest/
vt. 消化；吸收；融会贯通

doc /dɒk/
/dk/
durability /ˌdʊrəˈbɪləti; ˌdjʊərəˈbɪləti/
n. 耐久性；坚固；耐用年限

第5章 E
EOP /todo/
abbr. 地球轨道平面（Earth Orbit Plane）
；设备
操作顺序（Equipment Operational Procedure）
Eureka /juˈriːkə/
eureka
echo /ˈekoʊ; ˈekəʊ/
vt. 反射；重复
endpoint /'ɛnd,pɔɪnt; 'end,pɒɪnt/
n. 端点；末端，终结点
eoan /todo/
基于 232 个网页-相关网页
event /ɪˈvent; ɪˈvent/
事件。

第6章 F
FIFO /ˈfaɪˌfo; ˈfaɪfəʊ/
abbr. 先入先出（ﬁrst in，ﬁrst out）
FILO /'failəu/
先进后出 (First In Last Out)。
Fedora /fɪˈdɔːrə; fɪˈdɔːrə/
n. 一种男式软呢帽
Flask /flæsk; flɑːsk/
n. [分化] 烧瓶；长颈瓶，细颈瓶；酒瓶，携
带瓶
facade /fəˈsɑːd; fəˈsɑːd/
n. 正面；表面；外观
favorable /'fevərəbl; 'feɪvərəbl/
adj. 有利的；良好的；赞成的，赞许的；讨人
喜欢的
format /ˈfɔːrmæt; ˈfɔːmæt/
n. 格式；版式；开本

第7章 G
GIF /ɡɪf; dʒɪf/
/f/
GNOME /noʊm; nəʊm/
n. 土地神；格言；箴言
GNU /nuː,njuː; nuː; njuː/
n. [脊椎] 角马；[脊椎] 牛羚
GUI /ˈɡuːi; ˌdʒiː juː ˈaɪ/
/ui/
GeForce /dʒi'fɔ:s/
n. 显卡的一种型号
Git /ɡɪt; ɡɪt/
n. 饭桶；卑鄙小人
Gitea /todo/
释义：
Github /ˈɡɪthʌb/
n. 社交编程及代码托管网站
Gitlab /todo/
基于 10 个网页-相关网页
Gogs /todo/
基于 88 个网页-相关网页
Golang /todo/
基于 300 个网页-相关网页
Grafana /todo/
基于 10 个网页-相关网页
grep /grep/
n. (Grep) 人名；(苏里) 格雷普

第8章 H
HTML /ˌeɪtʃ tiː em ˈel; ˌeɪtʃ tiː em ˈel/
abbr. 超文本标记语言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Hadoop /todo/
分布式计算
Harbor /'hɑrbɚ; 'hɑ:bə/
n. 港，海港；避难所
Haskell /todo/
n. 哈斯凯尔（男子名）
Hive /haɪv; haɪv/
n. 蜂巢，蜂箱；蜂群；
（喻）充满繁忙人群
的场所
height /haɪt; haɪt/
n. 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hello /heˈlō,həˈlō/
你好
hidden /'hɪdn; 'hɪdn/
adj. 隐藏的

第9章 I
ITIL /todo/
abbr.

即信息技术基础构架库（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 Library）
ITSM /todo/
abbr. 信息技术服务管理（Technology Service
Management）；一周波通态不重复浪涌电流
IaaS /todo/
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mgur /todo/
基于 22 个网页-相关网页
InﬂuxDB /todo/
基于 4 个网页-相关网页
Ingress /ˈɪnɡres; ˈɪnɡres/
n. 进入；入口；准许进入；入境
InnoDB /todo/
基于 13 个网页-相关网页
Intel /'intel/
1.
iTop /todo/
基于 148 个网页-相关网页
image /ˈɪmɪdʒ; ˈɪmɪdʒ/
n. 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implement /'ɪmplɪmɛnt; 'ɪmplɪm(ə)nt/
vt. 实施，执行；实现，使生效
integer /ˈɪntɪdʒər; ˈɪntɪdʒə(r)/
n. 整数
isolation /ˌaɪsəˈleɪʃn; ˌaɪsəˈleɪʃn/
n. 隔离；孤立；[电] 绝缘；[化学] 离析
issue /ˈɪʃuː; ˈɪʃuː; ˈɪsjuː/
n. 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istio /todo/
释义：

第 10 章 J
Java /'dʒɑːvə/
n. (Java) （美、印）杰娃（人名）
JavaScript /'dʒɑvə,skrɪpt/
n. Java 描述语言（一种程序语言）
Jquery /todo/
n. 放大镜效果（软件名）
journalctl /ˈdʒɜːrnl kənˈtroʊl; ˈdʒɜːrnl si ti el/
日志管理；ctl 代表 control。
jpeg /ˈdʒeɪpeɡ/
/dep/
jpg /todo/
abbr. 一种图像压缩格式（Joint Picture Group）

第 11 章 K
Kaniko /todo/
释义：
Kapacitor /todo/
释义：
Kindle /ˈkɪndl; ˈkɪndl/
v. 点燃；着火；激起；照亮，（使）发亮；
激动起来；（兔）产仔
Kinect /todo/
n. 微软 XBOX360 体感周边外设
Kubernetes /todo/
基于 48 个网页-相关网页
key /kiː; kiː/
n. 钥匙；关键，密钥；
（键盘乐器或电脑键
盘的）键；调，声调，色调；答案；图
例；扳手；销子，楔，栓；翼果；板条
间首层灰泥；
（篮球）罚球区；低岛，礁
kubectl /kub kənˈtroʊl; kub si ti el/
Kubernetes 管理工具；ctl 代表 control。

第 12 章 L
LaTeX /ˈleɪteks; ˈleɪteks/
n. 乳胶；乳液
Linux /ˈlaɪnəks; ˈlɪnəks/
Linux 操作系统（一种类似于 UNIX 的计算机
操作系统）
。
Lua /todo/
n. (Lua) 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 赖；(泰)
洛；(西) 卢阿
Lucene /todo/
n. 一个全文搜索引擎
lambda /ˈlæmdə; ˈlæmdə/
n. 希腊字母的第 11 个；星座中第 11 颗
星；噬菌体（基因研究中所用的噬菌体
病毒）；人字缝尖；
（生化）链
linear /ˈlɪniər; ˈlɪniə(r)/
adj. 线的，线型的；直线的，线状的；长度的
locale /loʊˈkæl; ləʊˈkɑːl/
n.（事情发生的）地点，现场

第 13 章 M
MSYS2 /todo/
释义：
Markdown /ˈmɑːrkdaʊn; ˈmɑːkdaʊn/
n. 标低价，[物价] 减价
Marshal /ˈmɑːrʃl; ˈmɑːʃl/
n. 元帅；司仪
MediaWiki /todo/
基于 48 个网页-相关网页
Microsoft /'maɪkrəsɒft/
n. 微软公司（全球知名的 PC 软件主要厂
商）
MinGW /todo/
基于 124 个网页-相关网页
MyISAM /todo/
基于 132 个网页-相关网页
MySQL /maɪ ɛs kju ɛl/
n. 数据库系统（一种免费的跨平台的）
main /meɪn; meɪn/
adj. 主要的，最大的，最重要的
maintenance /ˈmeɪntənəns; ˈmeɪntənəns/
n. 维护，维修；保持；生活费用
manipulate /məˈnɪpjuleɪt; məˈnɪpjuleɪt/
vt. 操纵；操作；巧妙地处理；篡改
manual /ˈmænjuəl; ˈmænjuəl/
adj. 体力的；手控的；用手的
margin /ˈmɑːrdʒɪn; ˈmɑːdʒɪn/
n. 边缘；利润，余裕；页边的空白
matrix /ˈmeɪtrɪks; ˈmeɪtrɪks/
n. 矩阵；模型；社会环境；基质；母体；子
宫；脉石
maven /ˈmeɪvn; ˈmeɪvn/
n. 内行，专家
miscellaneous /ˌmɪsəˈleɪniəs; ˌmɪsəˈleɪniəs/
adj. 混杂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多才
多艺的
module /ˈmɑːdʒuːl; ˈmɒdjuːl/
n. [计] 模块；组件；模数
mutex /todo/
n. 互斥；互斥元，互斥体；互斥量

第 14 章 N
NVIDIA /ɛn'vɪdɪr/
辉达，又译作英伟达（芯片厂方）
Nginx /todo/
基于 488 个网页-相关网页
nil /nɪl; nɪl/
n. 无，零
null /nʌl; nʌl/
adj. 无效的，无价值的；等于零的

第 15 章 O
OIDC /todo/
基于 8 个网页-相关网页
OS /ˌoʊ ˈes; ˌəʊ ˈes/
abbr. 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西洋旧
历（Old Style）
oAuth /todo/
基于 358 个网页-相关网页
origin /ˈɔːrɪdʒɪn; ˈɒrɪdʒɪn/
n. 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第 16 章 P
PNG /ˌpiː en ˈdʒiː/
ABBREVIATION for
PRD /todo/
abbr. 综合性技术研究与开发（Polytechnic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产品研究与开发
（Produc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产品需
求文档（Product Requirement Document）
PaaS /todo/
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
Pandoc /todo/
Markdown：书写文档
Paxos /todo/
Paxos 算法
PostgreSQL /todo/
一种数据库系统
Puppet /ˈpʌpɪt; ˈpʌpɪt/
n. 木偶；傀儡；受他人操纵的人
Putty /ˈpʌti; ˈpʌti/
n. 油灰；氧化锡
Python /ˈpaɪθɑːn; ˈpaɪθən/
n. 巨蟒；大蟒；丹舌
parameter /pəˈræmɪtər; pəˈræmɪtə(r)/
n. 参数；系数；参量
performance /pərˈfɔːrməns; pəˈfɔːməns/
n. 性能；绩效；表演；执行；表现
phantom /ˈfæntəm; ˈfæntəm/
n. 幽灵；幻影，幻觉；为欺诈而捏造的财
务安排（或金融交易）
；不明身份的人做
的（非法的事）
preference /ˈprefrəns; ˈprefrəns/
n. 偏爱，倾向；优先权
privilege /ˈprɪvəlɪdʒ; ˈprɪvəlɪdʒ/
n. 特权；优待
proxy /ˈprɑːksi; ˈprɒksi/
n. 代理人；委托书；代用品

第 17 章 Q
Qt /todo/
abbr. 夸脱（液量单位，quart）；鉴定试验
（Qualiﬁcation Test）
query /ˈkwɪri; ˈkwɪəri/
n. 疑问，质问；疑问号；[计] 查询
quota /ˈkwoʊtə; ˈkwəʊtə/
n. 定额；限额；配额；指标；
（候选人当选
所需的）规定票数，最低票数

第 18 章 R
Ratio /ˈreɪʃioʊ; ˈreɪʃiəʊ/
n. 比率，比例
Realm /relm; relm/
n. 领域，范围；王国
rbd /todo/
abbr. 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休闲商务区
regression /rɪˈɡreʃn; rɪˈɡreʃn/
n. 回归；退化；逆行；复原
relay /ˈriːleɪ,rɪˈleɪ; ˈriːleɪ; rɪˈleɪ/
n. 接力赛；轮班，轮换；继电器；中继设
备
resolved /rɪˈzɑːlvd; rɪˈzɒlvd/
adj. 下定决心的，坚决的
resort /rɪˈzɔːrt; rɪˈzɔːt/
n. 凭借，手段；度假胜地；常去之地
resume /rɪˈzuːm; rɪˈzjuːm/
vt. （中断后）重新开始，继续；重新回到，恢
复（席位，地位或职位）
；
（停顿或被打断后）
继续说；重选，重穿，重新占用
retina /ˈretɪnə; ˈretɪnə/
n. [解剖] 视网膜
retrieve /rɪˈtriːv; rɪˈtriːv/
vt. [计] 检索；恢复；重新得到
root /ruːt; ruːt/
n. 根；根源；词根；祖先

第 19 章 S
SOP /sɑːp/

n.（日）须籐（姓氏）

ABBREVIATION for
SQL /todo/

suite /swiːt; swiːt/
n.（一套）家具；套房；组曲；（一批）随
员，随从

1.
SSO /todo/
abbr. 单点登录（single sign-on）
SaaS /todo/
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Safari /səˈfɑːri/
TEM8
Shard /ʃɑːrd; ʃɑːd/
n.（甲虫的）[昆] 鞘翅；陶瓷碎片
Skype /skaɪp/
n. Skype 软件（因特网通话软件）
，网络电
话
Spark /spɑːrk; spɑːk/
n. 火花；电火花；
（内燃机里火花塞的）放
电；闪光体；一丝强烈的感情；愉悦；
（非
正式）军队中对无线电报务员（或电工
的）昵称；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导火线；
活力
san /sæn; sæn/
abbr. 疗养院 (sanatorium)
schema /ˈskiːmə; ˈskiːmə/
n. [计][心理] 模式；计划；图解；概要
scheme /skiːm; skiːm/
n. 计划；组合；体制；诡计
segue /ˈseɡweɪ; ˈseɡweɪ/
v.（音乐、电影）无间断继续，切换；转到，
接入；转入
semaphore /ˈseməfɔːr; ˈseməfɔː(r)/
n. 信号标，旗语；臂板信号装置
serializable /ˈsɪˌriəˌlaɪzəbl; ˈsɪərɪəlaɪzəbl/
adj. 可串行化的
shell /ʃel; ʃel/
n. 壳，贝壳；炮弹；外形
stat /stæt; stæt/
n. 静；斯达（放射性强度单位）
status /ˈsteɪtəs,ˈstætəs; ˈsteɪtəs/
n. 地位；状态；情形；重要身份
sudo /todo/

第 20 章 T
TPL /todo/
abbr. 电信程序设计语言（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ming Language）
TiKZ /todo/
释义：
Traeﬁk /todo/
释义：
tag /tæɡ; tæɡ/
n. 标签；名称；结束语；附属物
telnet /ˈtelnet; ˈtelnet/
n. 远程登录；用于远程联接服务的标准协
议或者实现此协议的软件，可为动词
thrift /θrɪft; θrɪft/
n. 节俭；节约；[植] 海石竹
topology /təˈpɑːlədʒi; təˈpɒlədʒi/
n. 拓扑学
transaction /trænˈzækʃn; trænˈzækʃn/
n. 交易；事务；办理；会报，学报
typical /ˈtɪpɪkl; ˈtɪpɪkl/
adj. 典型的；特有的；象征性的
typology /taɪˈpɑːlədʒi; taɪˈpɒlədʒi/
n. 类型学；血型学；象征主义；象征论

第 21 章 U
URI /ˌjuː ɑːr ˈaɪ/
abbr. 上呼吸道感染（Upper Respiratory Infection）；统一资源标识符（Uniform Resource
Identiﬁer）
URL /ˌjuː ɑːr ˈel; ˌjuː ɑːr ˈel/
abbr. 全球资源定位器（Uniform Resource Locator）
Uber /ˈuːbər/
n. 人名：（德）乌贝尔，
（英）尤伯
Ubuntu /ʊˈbʊntuː/
1.
Unmarshal /todo/
数据编出

第 22 章 V
Vue /todo/
abbr. 虚拟机脱壳引擎（Virtual Machine Unpack Engine）；可视用户环境（Visual User
Environment）
；真实用户环境（Veridical User
Environment）
；视图文件
variable /ˈveriəbl,ˈværiəbl; ˈveəriəbl/
adj. 变量的；可变的；易变的，多变的；变异
的，[生物] 畸变的

第 23 章 W
WordPress /todo/
n. 博客系统（软件名）
width /wɪdθ,wɪtθ; wɪdθ; wɪtθ/
n. 宽度；广度

第 24 章 X

第 25 章 Y
YouTube /'ju: 'tju:b/
1.
Yum /jʌm; jʌm/
int. （表示味道或气味好）嗯

第 26 章 Z
Zabbix /todo/
基于 116 个网页-相关网页

贡献者
An He https://github.com/annProg
You https://github.com/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