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n10 2021-03-10 词频表
the 5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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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and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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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2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unidentified 19 adj.未经确认的；未辨别出的，身份不明的
6 is 1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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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re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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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or 1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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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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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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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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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v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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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f 1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5 be 1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6 been 1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7 male 1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18 we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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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they 10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0 mo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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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以)莫雷

ocean 9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22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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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vaccinated 9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24 female 8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25 th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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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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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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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ould 7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9 covid 7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30 fully 7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31 new 7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32 o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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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灭；驱逐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4 there 7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5 with 7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6 you 7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7 clip 6 n.（塑料或金属的）夹子；回纹针；修剪；剪报 vt.剪；剪掉；缩短；给…剪毛（或发）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
33

某物上 vi.剪；修剪；剪下报刊上的文章（或新闻、图片等）；迅速行动；用别针别在某物上，用夹子夹在某物上
38

coronavirus

6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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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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o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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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echnology 6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42 us 6 pron.我们
43 vide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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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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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的）食品罐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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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ven

46

jus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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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48 re 5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49 snake 5 [sneik] n.蛇；阴险的人 vi.迂回前进 vt.拉（木材等）；迂回前进
50 underwater 5 ['ʌndə'wɔ:tə] adj.在水中的；水面下的 adv.在水下 n.水下
5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52 w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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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who 5 pron.谁；什么人
54 against 4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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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nn 4 [ˌsiː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57 deep 4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58 end 4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59 energy 4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60 habitat 4 ['hæbitæt] n.[生态]栖息地，产地 n.(Habitat)人名；(德)哈比塔特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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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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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inaudible 4 [in'ɔ:dəbl] adj.听不见的；不可闻的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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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any 4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66 may 4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67 milli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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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now 4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69 sea 4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70 se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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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s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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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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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稍微

undersea 4 ['ʌndəsi:] adj.水下的；海面下的
74 ve 4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75 wall 4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76 whe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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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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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world 4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79 would 4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80 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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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mericans 3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82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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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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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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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gin 3 [bɪˈ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84 Carl 3 [kɑ:l] n.卡尔（男名）
85 continue 3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86 cousteau 3 n.(Cousteau)人名；(英、法、西)库斯托
87 distancing 3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88 emergency 3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89 happy 3 ['hæpi] adj.幸福的；高兴的；巧妙的 n.(Happy)人名；(英、瑞典、喀)哈皮
90 hel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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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普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92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93 longer 3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94 masks 3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95 modern 3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96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97 n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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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99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100 positive 3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101 smile 3 [smail] vi.微笑 n.微笑；笑容；喜色 vt.微笑着表示 n.(Smile)人名；(塞)斯米莱
102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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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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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105 these 3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6 treatments 3 ['triː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107 united 3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108 vaccines 3 疫苗程序
109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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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yet 3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111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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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bsolutely 2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113 aired 2 英 [eə(r)] 美 [er] n. 空气；天空；空中；感觉；神态；曲调；装腔作势 v. 晾干；使通风；广播
114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15 amazing 2 [ə'meiziŋ] adj.令人惊异的 v.使吃惊（amaze的ing形式）
116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7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118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119 breeder 2 ['bri:də] n.饲养员；繁殖者；起因；增殖反应堆
120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21 c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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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91

土)达伊

deaths 2 ['deθs] 死亡人口
124 deeper 2 ['diːpə] adj. 更深 形容词deep的比较级形式.
125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26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27 d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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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人名）；（英）多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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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ugs 2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129 effective 2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130 et 2 [i:ti:] conj.（拉丁语）和（等于and）
131 further 2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32 future 2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33 grandfather 2 ['grænd,fɑ:ðə] n.祖父；始祖 vt.不受新规定限制
134 guidance 2 ['gaidəns] n.指导，引导；领导
135 guidelines 2 ['ɡaɪdlaɪnz] n. 指导方针；准则 名词guideline的复数形式.
136 high 2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128

名；(英)海伊

individuals 2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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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Johnson 2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140 jule 2 朱尔（人名）
141 la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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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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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2 [mai;弱mi] pron.我的 int.哎呀（表示惊奇等）；喔唷 n.(My)人名；(越)美；(老、柬)米
143 otec 2 ['əutek] abbr.海洋热能转换系统（OceanThermalEnergyConversion）
144 over 2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142

西、土)奥韦尔

patterns 2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146 pH 2 [,pi: 'eitʃ] abbr.酸碱度符号（描述氢离子活度的）
147 piece 2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48 planning 2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149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50 python 2 n.巨蟒；大蟒 n.（法）皮东（人名）
151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52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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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researchers 2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54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155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56 slugs 2 [slʌgz] n. [动]蛞蝓(俗称鼻涕虫；类似蜗牛的无硬壳动物)；未燃烧着的燃料；未蒸发的燃料液滴 名词slug的复数形式.
157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58 someone 2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159 stations 2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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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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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marine 2 ['sʌbməri:n, ,sʌbmə'ri:n] n.潜水艇；海底生物 adj.海底的；水下的 vt.用潜水艇攻击 vi.在下疾行；在下滑动
162 t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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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的）售得金额

temperature 2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164 tests 2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165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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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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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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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vaccine 2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169 vehicles 2 ['viːɪklz] n. 交通工具；车辆 名词vehicle的复数形式.
170 vern 2 [və:n] n.弗恩（男子名，等于Vernon）
171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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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2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173 water 2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174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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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76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177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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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79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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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的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ccident 1 ['æksidənt] n.事故；意外；[法]意外事件；机遇
182 according 1 adj.相符的；一致的；相应的；和谐的；调和的 adv.依照；根据；按照 v.给予(accord的现在分词)；使和谐一致；
181

使符合；使适合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184 add 1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185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86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187 albino 1 [æl'bi:nəu] n.[皮肤]白化病者；[遗]白化体；白化现象 n.(Albino)人名；(西)阿尔维诺；(阿拉伯)阿勒比努；(葡、意、英)阿
183

尔比诺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189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190 anchor 1 n.锚；抛锚停泊；靠山；新闻节目主播 vt.抛锚；使固定；主持节目 vi.抛锚 adj.末棒的；最后一棒的
191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92 antibody 1 ['ænti,bɔdi] n.[免疫]抗体
193 antiviral 1 [ˌænti'vaɪrəl] adj. 抗病原体的
194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95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96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197 architect 1 ['ɑ:kitekt] n.建筑师 缔造者
198 architects 1 建筑师
199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00 asp 1 [æsp] adj.山杨的 n.山杨 n.(Asp)人名；(瑞典、芬)阿斯普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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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asymptomatic 1 [,eisimptə'mætik] adj.无症状的
203 automation 1 [,ɔ:tə'meiʃən] n.自动化；自动操作
204 autonomous 1 [ɔ:'tɔnəməs] adj.自治的；自主的；自发的
205 averaged 1 ['ævərɪdʒd] adj. 平均的；中和的 动词ave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06 awesome 1 [英['ɔːs(ə)m] 美['ɔsəm]] adj.令人敬畏的；使人畏惧的；可怕的；极好的
207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188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ball 1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209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210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211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212 Belgium 1 ['beldʒəm] n.比利时（西欧国家，首都布鲁塞尔Brussels）
213 believer 1 [bi'li:və] n.信徒；相信...者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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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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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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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ger 1 [bɪgə] adj. 更大的 形容词big的比较级.
217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216

(英)博顿
218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breakthroughs 1 [b'reɪkθruːz] 突破发展
220 breed 1 [bri:d] vi.繁殖；饲养；产生 vt.繁殖；饲养；养育，教育；引起 n.[生物]品种；种类，类型 n.(Breed)人名；(英)布里德
221 breeds 1 [briːd] v. 繁殖；养育；引起，产生；教养 n. 品种；血统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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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224 budget 1 ['bʌdʒit] n.预算，预算费 vt.安排，预定；把…编入预算 vi.编预算，做预算 adj.廉价的
225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226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227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228 buyer 1 ['baiə] n.买主；采购员 n.(Buyer)人名；(英)拜尔；(法)比耶；(德)布耶尔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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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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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232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233 catching 1 ['kætʃiŋ] adj.传染性的；有魅力的 v.抓住（catch的ing形式）
234 CDC 1 abbr. 疾病控制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235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236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237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238 Cities 1 n.都市（歌曲名）
239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219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241 clock 1 [klɔk] n.时钟；计时器 vt.记录；记时 vi.打卡；记录时间 n.(Clock)人名；(英)克洛克
242 co 1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240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coal 1 [kəul] vi.上煤；加煤 vt.给…加煤；把…烧成炭 n.煤；煤块；木炭
244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245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246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247 commenting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248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249 conceptualized 1 英 [kən'septjʊəlaɪz] 美 [kən'septʃʊəlˌaɪz] vt. 概念化
250 constrictive 1 [kən'striktiv] adj.紧缩的；束紧的；压缩性的
251 construct 1 [kən'strʌkt] vt.建造，构造；创立 n.构想，概念
252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253 conversion 1 [kən'və:ʃən] n.转换；变换；[金融]兑换；改变信仰
254 converts 1 英 [kən'vɜːt] 美 [kən'vɜːrt] v. (使)转变；使…改变信仰；转化；兑换；换算 n. 皈依者；改变信仰的人
255 copperhead 1 ['kɔpə,hed] n.南北战争时同情南方的北方人；铜头蛇
256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257 Cornelis 1 科内利斯
258 corner 1 ['kɔ:nə] n.角落，拐角处；地区，偏僻处；困境，窘境 vi.囤积；相交成角 vt.垄断；迫至一隅；使陷入绝境；把…难住 n.
243

(Corner)人名；(法)科尔内；(英)科纳
259

cost 1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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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ttonmouth 1 英 ['kɒtnmaʊθ] 美 ['kɑːtnmaʊθ] n. [动]棉口蛇；水腹蛇(=water moccasin产于南美的一种毒蛇)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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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乐的

course 1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263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264 crate 1 [kreit] n.板条箱；篓 vt.将某物装入大木箱或板条箱中
26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266 created 1 [kri'ː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267 creating 1 [kri'ː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268 creatively 1 [kri'eitivli] adv.创造性地；有创造力地
269 crowds 1 [kraʊd] n. 人群；群众；大群；朋友 v. 拥挤；挤满；涌入；贴近；逼迫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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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特

Danish 1 ['deiniʃ] adj.丹麦的；丹麦人的；丹麦语（文）的 n.丹麦语
272 daughter 1 ['dɔ:tə] n.女儿；[遗][农学]子代 adj.女儿的；子代的
273 decades 1 n. 数十年 名词decade的复数
274 decline 1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275 dentist 1 ['dentist] n.牙科医生 牙医诊所
276 deployments 1 n.部署，调度( deployment的名词复数 )
277 depressant 1 [di'presənt] n.镇静剂，[医][矿业]抑制剂 adj.有镇静作用的
278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279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280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281 discouraged 1 [dis'kʌridʒd] adj.气馁的 v.劝阻（discourage的过去分词）；使失去勇气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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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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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bbel 1 德雷贝尔
284 drug 1 [drʌg] n.药；毒品；麻醉药；滞销货 vt.使服麻醉药；使服毒品；掺麻醉药于 vi.吸毒 n.(Drug)人名；(罗)德鲁格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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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Dutch 1 [dʌtʃ] adj.荷兰的；荷兰人的；荷兰语的 n.荷兰人；荷兰语 adv.费用平摊地；各自付账地
287 effectiveness 1 [ə'fektivnis] n.效力
288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289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290 encouraged 1 英 [ɪn'kʌrɪdʒd] 美 [ɪn'kɜːɪdʒd] adj. 被鼓励的 v. 鼓励；促进；支持（动词encour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1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292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293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294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295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296 evaluated 1 [ɪ'væljʊeɪtɪd] adj. 估价的 动词evalu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97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298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299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300 expand 1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301 exploring 1 [ɪks'plɔːrɪŋ] n. 探索；探测 动词explore的现在分词形式.
302 exposed 1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303 extracted 1 [iks'træktid] adj.萃取的；引出的 vt.提取（extract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304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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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es 1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306 fabien 1 法宾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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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309 facilities 1 [fə'sɪlɪtɪz] n. 设施；设备；工具 名词facility的复数形式.
310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311 fairly 1 ['fεəli] adv.相当地；公平地；简直 n.(Fairly)人名；(英)费尔利
312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313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314 Fede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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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Federal)人名；(英)费德勒尔

fence 1 ['fens] n.栅栏；围墙；剑术 vt.防护；用篱笆围住；练习剑术 vi.击剑；搪塞；围以栅栏；跳过栅栏
316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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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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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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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特；(捷)菲尔斯特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321 floating 1 ['fləutiŋ] adj.流动的；漂浮的，浮动的 v.漂浮（float的现在分词）
322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23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324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320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rontier 1 ['frʌntjə] n.前沿；边界；国境 adj.边界的；开拓的 n.(Frontier)人名；(法)弗龙捷
326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327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328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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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gone现在分词going）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33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332 grandparents 1 ['grændpeərənts] n. 外祖父母；祖父母
333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334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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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haircut 1 ['hεəkʌt] n.理发；发型
337 hanging 1 ['hæŋiŋ] n.悬挂；绞刑；帘子，幔帐 adj.悬挂着的 v.悬挂（hang的ing形式）
338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339 hardest 1 ['hɑːdɪst] adv. 极难地 adj. 最难的 形容词hard的最高级.
340 haven 1 ['heivən] n.港口；避难所，安息所 vt.为……提供避难处；安置……于港中 n.(Haven)人名；(英)黑文
341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342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343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344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345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346 hit 1 [hit] vt.打击；袭击；碰撞；偶然发现；伤…的感情 vi.打；打击；碰撞；偶然碰上 n.打；打击；（演出等）成功；讽刺
347 Hopkins 1 ['hɔpkinz] n.霍普金（姓氏）
348 hospitalization 1 [,hɔspitəlai'zeiʃən, -li'zei-] n.住院治疗；医院收容；住院保险（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
349 household 1 adj.家庭的；日常的；王室的 n.全家人，一家人；(包括佣工在内的)家庭，户 n.(Household)人名；(英)豪斯霍尔德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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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51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352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35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354 imagine 1 vt.想象；猜想；臆断 vi.想象；猜想；想象起来
355 imagined 1 [ɪ'mædʒɪn] vt. 想像；设想；料想；猜想；认为 vi. 想像
356 imaging 1 ['imidʒiŋ] n.成像 v.想像（image的ing形式）；画…的像
357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358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59 indoor 1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360 indoors 1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361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362 inspired 1 [in'spaiəd] adj.有灵感的；官方授意的 v.激发（inspire的过去分词）；鼓舞
363 interact 1 [,intə'rækt] vt.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vi.互相影响；互相作用 n.幕间剧；幕间休息
364 internation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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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关系的；世界的

invented 1 [ɪn'ventɪd] v. 发明；创造，捏造（动词inv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 已发明的
366 inventor 1 [in'ventə] n.发明家；[专利]发明人；创造者
367 isn 1 abbr. 集成供应网络(=integrated service network)
368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369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370 Johns 1 [dʒɔnz] n.约翰斯（姓氏）
371 joined 1 [dʒɔɪnd] 动词jo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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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374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375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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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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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8 lavender 1 n.薰衣草；淡紫色 adj.淡紫色的 vt.用薰衣草熏 n.(Lavender)人名；(英)拉文德
379 lays 1 vt.搁放；放置；铺放（lay的第三人称单数） n.性伙伴（lay的复数）
380 learned 1 ['lə:nid] adj.博学的；有学问的；学术上的 n.(Learned)人名；(英)勒尼德
381 leather 1 ['leðə] n.皮革；皮革制品 vt.用皮革包盖；抽打 adj.皮的；皮革制的 n.(Leather)人名；(英)莱瑟
382 leave 1 [li:v] vt.离开；留下；遗忘；委托 vi.离开，出发；留下 n.许可，同意；休假
383 leaving 1 ['li:viŋ] n.离开；残余；渣滓 v.离开；留下；舍弃（leave的ing形式）
384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385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386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387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365

(英)利文

local 1 ['ləukəl] n.[计]局部；当地居民；本地新闻 adj.当地的；局部的；地方性的；乡土的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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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8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390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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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march 1 vi.（坚定地向某地）前进；行军，进军；游行示威；进展，进行 vt.使前进；使行军 n.行进，前进；行军；游行示
391

威；进行曲
393

markings

1 纹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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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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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6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397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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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400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401 moderna 1 莫德尔纳
402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403 moon 1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404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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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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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mutations 1 [mjuː'teɪʃnz] 突变
408 naked 1 ['neikid] adj.裸体的；无装饰的；无证据的；直率的
409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407

(姓)；(英)内姆

nautilus 1 ['nɔ:tiləs] n.鹦鹉螺；鹦鹉螺号
411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412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413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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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416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17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418 oven 1 ['ʌvən] n.炉，灶；烤炉，烤箱 n.(Oven)人名；(荷)奥芬
419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420 pandemic 1 adj.（疾病等）（全国、全球i）流行的；普遍的 n.流行性疾病
421 paramount 1 ['pærəmaunt] adj.最重要的，主要的；至高无上的 n.最高统治者
422 patterned 1 ['pætənd] adj.有图案的，组成图案的 v.形成图案（pattern的过去分词）；摹制；复写
423 peculiar 1 [pi'kju:ljə] adj.特殊的；独特的；奇怪的；罕见的 n.特权；特有财产
424 pendulum 1 ['pendjuləm, -dʒə-] n.钟摆；摇锤；摇摆不定的事态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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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427 petunia 1 [pi'tju:niə, -njə] n.矮牵牛花
428 pfizer 1 n.辉瑞（美国制药公司）
429 phases 1 ['feɪzɪz] n. 时期；局面；阶段 名词phase的复数形式.
430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431 physically 1 ['fizikli] adv.身体上，身体上地
432 piebald 1 ['paibɔ:ld] adj.花斑的；杂色的 n.花斑马；花马
433 pioneer 1 [,paiə'niə] n.先锋；拓荒者 vt.开辟；倡导；提倡 vi.作先驱
434 pioneered 1 英 [ˌpaɪə'nɪə(r)] 美 [ˌpaɪə'nɪr] n. 先锋；开拓者；先驱 v. 开辟；首倡
435 pit 1 [pit] n.矿井；深坑；陷阱；（物体或人体表面上的）凹陷；（英国剧场的）正厅后排；正厅后排的观众 vt.使竞争；窖藏；
410

使凹下；去…之核；使留疤痕 vi.凹陷；起凹点 n.(P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必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437 planet 1 ['plænit] n.行星 n.(Planet)人名；(法)普拉内；(西、葡)普拉内特
438 plateauing 1 英 ['plætəʊ] 美 [plæ'toʊ] n. 高原；平稳；稳定状态 vi. 到达平稳阶段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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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points

1 [英[pɒɪnts] 美[pɔints]] n.点；目的（point的复数）；见解 v.指引；瞄准（point的第三人称单数） n.(Points)人名；(英)波因

茨
440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powering 1 ['paʊərɪŋ] n. 动力估计
442 practical 1 ['præktikəl] adj.实际的；实用性的
443 pressures 1 英 ['preʃə(r)] 美 ['preʃər] n. 压强；压力；压迫 v. 施压
444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445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446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447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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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 project 1 [英 [prəˈ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450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451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452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453 proteus 1 ['prəutju:s; -tius] n.多变的人；普罗透斯（希腊海神）；变形杆菌属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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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5 puns 1 [pʌn] n. 双关语 vt. 说双关语
456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441

(泰、缅)布

quarantine 1 ['kwɔrənti:n] vt.检疫；隔离；使隔离 n.检疫；隔离；检疫期；封锁 vi.实行隔离
458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459 rattled 1 ['rætld] adj.慌乱的；愚蠢的；恼火的 v.发出咯咯声（rattle的过去式）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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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1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462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463 renewable 1 [ri'nju:əbl] adj.可再生的；可更新的；可继续的 n.再生性能源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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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5 reptile 1 ['reptail, -til] adj.爬虫类的；卑鄙的 n.爬行动物；卑鄙的人
466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467 reshaping 1 [riː'ʃeɪpɪŋ] n. 整形；重塑 动词reshape的现在分词.
468 restrictions 1 [rɪ'strɪkʃn] n. 限制；约束
469 rowboat 1 ['rəubəut] n.划艇；小船
470 rush 1 [rʌʃ] n.冲进；匆促；急流；灯心草 adj.急需的 vt.使冲；突袭；匆忙地做；飞跃 vi.冲；奔；闯；赶紧；涌现 n.(Rush)人
457

名；(英)拉什

safety 1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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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1

塞伊；(匈、罗)绍伊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474 scrapers 1 n. 刮刀；刮运机（scraper的复数）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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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6 seats 1 ['siːts] n. 席位 名词seat的复数形式.
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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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3

(Second)人名；(法)塞孔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479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480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478

肖
481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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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dewind 1 ['saidwaind] n.侧气流；侧风 adj.间接的
483 significant 1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484 silver 1 ['silvə] n.银；银器；银币；银质奖章；餐具；银灰色 adj.银的；含银的；有银色光泽的；口才流利的；第二十五周年的
482

婚姻 vi.变成银色 vt.镀银；使有银色光泽 n.(Silver)人名；(法)西尔韦；(英、德、芬、瑞典)西尔弗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486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487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488 slither 1 ['sliðə] vi.蜿蜒地滑行 vt.使滑动 n.滑动；滑行
489 smiley 1 ['smaili] n.微笑符（等于smily） adj.微笑的；引起微笑的 n.(Smiley)人名；(英)斯迈利
490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491 solving 1 ['sɒlvɪŋ] n. 解决办法 动词solve的现在分词形式.
492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493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494 stand 1 [stænd] vi.站立；位于；停滞 vt.使站立；忍受；抵抗 n.站立；立场；看台；停止
495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496 starting 1 ['stɑːt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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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station 1 n.车站；驻地；地位；身份 vt.配置；安置；驻扎
499 stopping 1 ['stɔpiŋ] n.停止；制止；填塞物 v.停止；妨碍（stop的ing形式）
500 sto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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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1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502 strongly 1 ['strɔŋli, 'strɔ:ŋ-] adv.强有力地；坚强地；激烈地；气味浓地
503 subscribing 1 [səb'skraɪb] vt. 订阅；签名；支持；捐赠；同意
504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05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506 survival 1 [sə'vaivəl] n.幸存，残存；幸存者，残存物
507 symptoms 1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508 syringe 1 ['sirindʒ, sə'rindʒ] vt.注射，冲洗 n.注射器；洗涤器
509 teams 1 [tiːm] n. 队；组 v. 使相配；使合作；结成一队 adj. 团队的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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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 thank 1 [θæŋk] vt.感谢 n.感谢 int.谢谢
512 thermal 1 adj.热的；热量的；保热的 n.上升的热气流
513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514 thinkers 1 ['θɪŋkəz] 思考者
515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516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517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518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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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5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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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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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transcript 1 ['trænskript, 'trænz-, 'trɑ:n-] n.成绩单；抄本，副本；文字记录
525 travel 1 ['trævəl] vi.旅行；行进；步行；交往 vt.经过；在…旅行 n.旅行；游历；漫游
526 trivia 1 ['triviə] n.琐事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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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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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529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528

(Turn)人名；(德、匈)图恩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531 unique 1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532 uniquely 1 [ju:'ni:kli] adv.独特地；珍奇地
533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34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535 untouched 1 [,ʌn'tʌtʃt] adj.未受影响的；未改变的；未触动过的；不受感动的
536 unvaccinated 1 [ʌn'væksɪneɪtɪd] adj. 未接种过的
537 updated 1 [ʌp'deɪtɪd] adj. 更新的；适时的 up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38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539 variants 1 变体
540 versions 1 ['vɜːʃ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541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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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2 viper 1 ['vaipə] n.毒蛇；毒如蛇蝎的人，阴险的人 n.(Viper)人名；(瑞典)维佩尔
543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544 waiting 1 ['weitiŋ] n.等待；服侍 adj.等待的；服侍的 v.等待；伺候（wait的ing形式）；延缓 n.(Waiting)人名；(英)韦廷
545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530

(英)沃姆；(德)瓦姆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547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548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549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546

韦尔
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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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552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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