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7-21 [Health and Lifestyle] Studies Suggest T Cells Important
in Fighting Corona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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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ually 1 adv.实际上；事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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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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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ition 1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6 adj 4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8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9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 against 4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2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13 Alessandro 1 n. 亚历桑德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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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lso 5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7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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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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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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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ntibodies 8 ['æntɪ̩ bɒdɪz] n. 抗体；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

22 antibody 6 ['ænti,bɔdi] n.[免疫]抗体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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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r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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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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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ssistant 1 [ə'sistənt] n.助手，助理，助教 adj.辅助的，助理的；有帮助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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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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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attack 2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29 available 1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0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31 b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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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3 being 1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4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5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6 best 2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37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38 blo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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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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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o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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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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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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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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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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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andidates 1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46 case 2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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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uses 2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49 cell 7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50 cells 18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51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52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53 co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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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llect 1 [kə'lekt] vt.收集；募捐 vi.收集；聚集；募捐 adv.由收件人付款地 adj.由收件人付款的 n.(Collect)人名；(英)科莱克特

55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56 combination 1 [,kɔmbi'neiʃən] n.结合；组合；联合；[化学]化合

57 common 2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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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60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61 coronavirus 1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62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3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4 cov 2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变异系数

65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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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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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aniela 1 n. 丹妮拉(亦作Danielle)(f

69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70 defense 3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1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72 developed 4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73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4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75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76 disease 2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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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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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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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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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ffective 2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82 eight 1 [eit] num.八；八个；第八 adj.八的 n.八字形

83 encouraging 2 [in'kʌridʒiŋ] adj.令人鼓舞的；鼓励的，奖励的 v.鼓励，支持（encourage的ing形式）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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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ntry 1 ['entri] n.进入；入口；条目；登记；报关手续；对土地的侵占

86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87 evidence 5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88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9 examining 1 adj.审查的；考试的 v.检查；审讯；进行考试（examine的ing形式）

90 experts 2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1 explain 2 [ik'splein] v.说明；解释

92 exposed 2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93 exposure 1 [ik'spəuʒə] n.暴露；曝光；揭露；陈列

94 fami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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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ew 2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96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97 fighting 2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98 findings 3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99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00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1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2 French 1 [frentʃ] adj.法国的；法语的；法国人的 n.法国人；法语

103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4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05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06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07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08 h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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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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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v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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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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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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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

114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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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117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18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19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120 immune 4 [i'mju:n] adj.免疫的；免于……的，免除的 n.免疫者；免除者

121 immunity 5 [i'mju:nəti] n.免疫力；豁免权；免除

122 immunology 1 [,imju'nɔlədʒi] n.[免疫]免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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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mportant 3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25 importantly 1 [im'pɔ:tntli] adv.重要地；大量地；有名望地；自命不凡地



126 in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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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28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29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30 infected 3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131 infection 7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32 infections 2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133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134 institute 4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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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vaders 1 [ɪn'veɪdəz] n. 入侵者；闯入者 名词invader的复数形式.

137 invading 1 [ɪn'veɪd] v. 侵略；拥入；侵害；侵扰

138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9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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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41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142 john 1 [dʒɔn] n.厕所

143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44 keeps 1 ['kiː ps] n. 生计；要塞 名词keep的复数形式.

145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146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47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48 l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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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asts 1 英 [lɑːst] 美 [læst] v. 持续；维持 adj. 最近的；上一个的；末尾的；最后的 adv. 最后；最近一次 n. 最后来的人（或发生的
事）；鞋楦(做鞋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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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52 lock 1 [lɔk] vt.锁，锁上；隐藏 vi.锁；锁住；卡住 n.锁；水闸；刹车 n.(Lock)人名；(英、丹、德、瑞典)洛克

153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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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ot 1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
分（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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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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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mean 2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60 measuring 1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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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embers 2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63 memories 1 ['memərɪz] n. 记忆 名词memory的复数形式.

164 memory 2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165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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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illi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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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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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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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72 negative 2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173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4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75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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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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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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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f 1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1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82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83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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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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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ptimal 2 ['ɔptiməl] adj.最佳的；最理想的

187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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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89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90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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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outbreak 1 ['autbreik, ,aut'breik] n.（战争的）爆发；（疾病的）发作 vi.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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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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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土)奥韦尔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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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196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197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198 people 7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199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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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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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posit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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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203 potentially 2 [pə'tenʃəli] adv.可能地，潜在地

204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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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reventing 1 [prɪ'vent] v. 预防；防止，阻止；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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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209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10 protect 2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11 protecting 1 [prə'tektiŋ] adj.保护的；防护的 v.保护；防护（protec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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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push 1 vt.推动，增加；对…施加压力，逼迫；按；说服 vi.推进；增加；努力争取 n.推，决心；大规模攻势；矢志的追求

214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15 reacted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216 reaction 6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17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218 recent 4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19 recovered 1 [rɪ'kʌvəd] adj. 恢复的 动词recov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220 relatives 1 [relə'tɪvz] n. 亲戚

221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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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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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sponse 8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25 responses 2 [rɪs'pɒnsɪz] 名词response的复数形式

226 result 2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2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28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9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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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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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ample 1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233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234 SARS 2 英 [sɑːz] 美 [sɑːrz] abbr. 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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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cientists 4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37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238 sette 2 塞特

239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40 shand 2 n. 尚德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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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43 show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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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244 sickness 2 ['siknis] n.疾病；呕吐；弊病

245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46 signs 3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47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48 six 2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49 small 2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50 som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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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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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253 stored 1 [stɔː d] adj. 存信息的；存储的 动词sto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4 sto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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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str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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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studies 3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57 study 3 ['stʌdi] n.学习，研究；课题；书房；学问 vt.学习；考虑；攻读；细察 vi.研究；用功 n.(Study)人名；(英)斯塔迪

258 studying 3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259 suggest 2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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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susan 2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62 Swedish 1 ['swi:diʃ] adj.瑞典的；瑞典语的；瑞典人的 n.瑞典语；瑞典人

263 system 3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64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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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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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68 tests 3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69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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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hat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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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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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74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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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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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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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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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0 transient 1 ['trænziənt, -si-, -ʃənt, 'trɑ:n-] adj.短暂的；路过的 n.瞬变现象；过往旅客；候鸟

281 treatments 1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282 unaffected 1 [,ʌnə'fektid] adj.不受影响的；自然的；真挚的；不矫揉造作的

283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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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86 vaccination 1 [,væksi'neiʃən] n.接种疫苗；种痘

287 vaccine 4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288 viral 1 [ˈvaɪrəl] adj.病毒性的

289 virus 1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290 viruses 1 ['vaɪərəsɪz] n.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

291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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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eiskopf 1 魏斯科普夫

294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95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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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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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297 wherry 2 ['hweri] n.平底货船；小舟，摆渡船 vt.用平底货船运输

298 whether 3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99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0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01 who 4 pron.谁；什么人

302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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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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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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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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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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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08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09 yet 2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