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06 [Health and Lifestyle] Scientists Just Beginning to
Understand COVID-19 Health Problem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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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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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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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fter 5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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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anecdotal 2 [,ænik'dəutəl] adj.轶事的；轶事一样的；多轶事的

11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2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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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ppreciate 2 [ə'pri:ʃieit] vt.欣赏；感激；领会；鉴别 vi.增值；涨价

14 are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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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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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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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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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ac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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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1 becomes 1 [bɪ'kʌm] v. 变成；成为；变得；适合（某人）；使（人）显得漂亮

22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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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eginning 4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25 believes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26 blood 5 [blʌd] n.血，血液；血统 vt.从…抽血；使先取得经验 n.(Blood)人名；(英、西)布拉德

27 body 2 ['bɔdi] n.身体；主体；大量；团体；主要部分 vt.赋以形体 n.(Body)人名；(英、法、罗)博迪

28 brain 1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29 breath 1 [breθ] n.呼吸，气息；一口气，（呼吸的）一次；瞬间，瞬息；微风；迹象；无声音，气音

30 breathe 1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31 breathing 2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32 breathless 1 ['breθlis] adj.喘不过气来的；停止呼吸的

33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4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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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utler 2 ['bʌtlə] n.男管家；仆役长 n.(Butler)人名；(英、西)巴特勒；(俄、德、瑞典)布特勒

36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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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38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39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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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41 Caroline 1 n.（女子名）卡洛琳;卡罗琳

42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43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44 caused 2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45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46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47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48 chest 1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49 clotting 2 ['klɒtɪŋ] n. 结块；凝块 动词clot的现在分词形式.

50 c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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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plications 1 英 [ˌkɒmplɪ'keɪʃəns] 美 [ˌkɑmplɪ'keʃəns] n. 复杂；混乱；[医学]并发症 名词complication的复数形式.

52 condition 2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53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54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55 continuing 1 [kən'tɪnjuɪŋ] adj. 连续的；持续的；不间断的 动词continue的现在分词.

56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7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58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59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60 damage 1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61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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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达伊

62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63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64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65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6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7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68 disease 5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69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70 disorders 1 英 [dɪs'ɔːdə(r)] 美 [dɪs'ɔːrdər] n. 混乱；杂乱；不适；失调；疾病 vt. 扰乱

71 doctor 2 vt.修理；篡改，伪造；为…治病；授以博士学位 n.医生；博士 vi.就医；行医

72 doctors 2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73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74 dried 1 [draid] adj.干燥的；弄干了的 v.使干（原形是dry）

75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76 effects 2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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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nlarged 1 英 [ɪn'lɑːdʒ] 美 [ɪn'lɑːrdʒ] v. 扩大；增大；详述

79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0 eric 1 埃里克（人名）

81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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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vent 1 [i'vent] n.事件，大事；项目；结果

84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85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86 experience 3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87 expe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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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perts 1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9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90 fatigue 1 [fə'ti:g] n.疲劳，疲乏；杂役 vt.使疲劳；使心智衰弱 vi.疲劳 adj.疲劳的

91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92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93 firmly 1 ['fə:mli] adv.坚定地，坚决地；坚固地，稳固地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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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light 1 [flait] n.飞行；班机；逃走 vt.射击；使惊飞 vi.迁徙 n.(Flight)人名；(英)弗莱特

96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97 flowing 1 ['fləuiŋ] adj.流动的；平滑的；上涨的 v.流动；起源；上涨（flow的ing形式）

98 for 9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9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0 function 2 ['fʌŋkʃən] n.功能；[数]函数；职责；盛大的集会 vi.运行；活动；行使职责

101 George 1 [dʒɔ:dʒ] n.乔治（男子名）；自动操纵装置；英国最高勋爵勋章上的圣乔治诛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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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oes 3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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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06 harder 1 [ha:də] adj.更难的；更努力的；更坚固的（hard的比较级） n.(Harder)人名；(英、德、瑞典)哈德

107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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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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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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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eadaches 1 n. 头痛；头疼；棘手的局面（headache的复数）

111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2 healthcare 2 ['helθkeə]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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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art 3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115 hearts 1 英 [hɑːt] 美 [hɑːrt] n. 心；内心；中心；要点；红桃 v. 将…记在心里，铭记；鼓励

116 Helen 1 ['helən] n.海伦（女子名，火把、光亮的之义）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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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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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20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21 hospitalization 1 [,hɔspitəlai'zeiʃən, -li'zei-] n.住院治疗；医院收容；住院保险（等于hospitalizationinsurance）

122 hospitalized 1 英 ['hɒspɪtəlaɪz] 美 ['hɑːspɪtəlaɪz] vt. 就医；使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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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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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humer 1 ['hʌmər] humerus 肱上膊、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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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mportance 1 [im'pɔ:təns] n.价值；重要；重大；傲慢

128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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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complete 1 [,inkəm'pli:t] adj.不完全的；[计]不完备的

130 infected 1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131 infection 1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32 infectious 2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133 inflammation 3 [,inflə'meiʃən] n.[病理]炎症；[医]发炎；燃烧；发火

134 influenza 1 [,influ'enzə] n.[内科]流行性感冒（简写flu）；家畜流行性感冒

135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36 intensive 1 [in'tensiv] adj.加强的；集中的；透彻的；加强语气的 n.加强器

137 interesting 1 [ˈɪntrɪstɪŋ，ˈɪntrəstɪŋ] adj.有趣的；引起兴趣的，令人关注的

138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9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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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jay 1 [dʒei] n.鸟；松鸡；喋喋不休的人 n.(Jay)人名；(英)杰伊；(法)热

141 john 2 [dʒɔn] n.厕所

142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143 julie 1 ['dʒu:li] n.朱莉（女子名）

144 ju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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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Khan 4 [kɑ:n] n.可汗（对最高统治者的尊称）；商队客店 n.(Khan)人名；(瑞典)卡恩；(老、柬)坎

146 kidney 1 ['kidni] n.[解剖]肾脏；腰子；个性 n.(Kidney)人名；(英)基德尼

147 la 1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148 lapid 1 lapidary 宝石商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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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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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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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evel 1 ['levəl] n.水平；标准；水平面 adj.水平的；平坦的；同高的 vi.瞄准；拉平；变得平坦 vt.使同等；对准；弄平 n.(Level)人
名；(法)勒韦尔

153 lightheadedness 1 ['laɪt'hedɪd] adj. 头昏眼花的；轻率的

154 liver 1 ['livə] n.肝脏；生活者，居民

155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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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156 look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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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58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59 lungs 1 ['lʌŋz] n. 肺 lung的复数.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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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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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ay 3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3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64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65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66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6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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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170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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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neurological 1 [,njuərə'lɔdʒikəl] adj.神经病学的，神经学上的

173 never 2 ['nevə] adv.从未；决不

174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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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normal 2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76 northwestern 1 [,nɔ:θ'westən] adj.来自西北的；西北方的；在西北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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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179 novel 1 ['nɔvəl] adj.新奇的；异常的 n.小说 n.(Novel)人名；(法、西、英)诺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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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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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f 2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3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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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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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nly 2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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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rgan 1 n.器官；机构；风琴；管风琴；嗓音；阴茎 n.（Organ）人名；（英）奥根

189 organs 2 n.[生物]器官；机构；风琴（organ的复数）

190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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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93 Oxford 1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194 painful 1 ['peinfl] adj.痛苦的；疼痛的；令人不快的

195 pancreas 1 ['pænkriəs] n.[解剖]胰腺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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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atients 5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198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9 persistent 2 [pə'sistənt, -'zis-] adj.固执的，坚持的；持久稳固的

200 person 2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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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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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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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revention 1 [pri'venʃən, pri:-] n.预防；阻止；妨碍

205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206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207 problems 7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208 prolonged 1 [prəu'lɔŋd, -'lɔ:-] adj.延长的；拖延的；持续很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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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ran 1 [ræn] v.跑（run的过去式） n.(Ran)人名；(俄、瑞典、塞)拉恩；(柬)兰

211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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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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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15 recover 2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216 recovery 1 [ri'kʌvəri] n.恢复，复原；痊愈；重获

217 regain 2 [ri'gein, ri:-] vt.恢复；重新获得；收回 vi.上涨 n.收复；取回

218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19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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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reporters 1 媒体记者

222 reports 1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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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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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spiratory 3 ['respərətəri, ri'spaiə-] adj.呼吸的

22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6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27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28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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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alisbury 2 ['sɔ:lzbəri] n.索尔兹伯里市（津巴布韦，原罗得西亚首都）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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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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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33 scripps 1 [skrips] 斯克利普斯

234 seizures 1 ['siː ʒə] n. 捕捉；夺取；占领；(疾病）突然发作 名词seizure的复数形式.

235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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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38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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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hortness 1 ['ʃɔ:tnis] n.不足；简略

240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241 sign 2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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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44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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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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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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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omewhat 1 ['sʌmhwɔt, -hwət] n.几分；某物 adv.有点；多少；几分；稍微

249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50 stairs 2 [steəz] n. 楼梯

251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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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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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sticky 1 ['stiki] adj.粘的；粘性的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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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tops 1 英 [stɒp] 美 [stɑːp] v. 停止；阻止；停留 n. 停止；逗留；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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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rength 2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58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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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uffering 1 ['sʌfəriŋ] n.受难；苦楚 adj.受苦的；患病的 v.受苦；蒙受（suffer的ing形式）

261 surprising 1 [sə'praiziŋ] adj.令人惊讶的；意外的 v.使惊奇；意外发现（surprise的ing形式）

262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263 symptom 1 ['simptəm] n.[临床]症状；征兆

264 symptoms 1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265 systems 2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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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售得金额

267 taste 1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268 telephone 1 ['telifəun] n.（美）电话；电话机；电话耳机 vi.打电话 vt.打电话给…

269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70 terrible 1 ['terəbl] adj.可怕的；很糟的；令人讨厌的 adv.很，非常

271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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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the 3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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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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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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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8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79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280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81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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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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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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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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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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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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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9 topol 2 托波尔



290 translational 1 adj.平移的，直移的

291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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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underlying 1 [,ʌndə'laiiŋ] adj.潜在的；根本的；在下面的；优先的 v.放在…的下面；为…的基础；优先于（underlie的ing形式）

294 understand 3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95 unit 1 ['ju:nit] n.单位，单元；装置；[军]部队；部件

296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297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98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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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1 ventilator 2 n.通风设备；换气扇；【医】呼吸机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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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vessel 1 ['vesəl] n.船，舰；[组织]脉管，血管；容器，器皿 n.(Vessel)人名；(荷)费塞尔；(俄、意、捷)韦塞尔

304 virus 5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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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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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week 1 [wi:k] n.周，星期

309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310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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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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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ho 6 pron.谁；什么人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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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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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319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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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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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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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