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8 [Health and Lifestyle] US Approves Quick 5 COVID-19
Test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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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est 15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3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o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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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Abbott 10 ['æbət] n.阿尔伯特（人名）；雅培（公司名）

7 tests 10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8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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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3 FDA 5 [ˌefdiː 'eɪ] abbr.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14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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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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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pproved 4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7 laboratories 4 英 [lə'bɒrətri] 美 ['læbrətɔːri] n. 实验室

18 results 4 [rɪ'zʌlts] n. 结果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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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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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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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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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oronavirus 3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24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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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6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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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8 quaranti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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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schools 3 [s'ku lːz] n. 学校；院校 名词school的复数形式.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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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swab 3 [swɔb] n.药签，[外科]拭子；医用海绵，纱布；拖把，擦帚；无赖 vt.打扫，擦拭；涂抹（药）于

32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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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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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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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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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dministration 2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37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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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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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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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uthorization 2 [,ɔ:θərai'zeiʃən, -ri'z-] n.授权，认可；批准，委任

42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43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44 Caty 2 卡蒂

45 correctly 2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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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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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dru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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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emergency 2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50 finds 2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51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52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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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54 infection 2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55 less 2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56 medicine 2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57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58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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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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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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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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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others 2 pron.其他人

63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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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process 2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65 quick 2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克

66 require 2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67 saliva 2 [sə'laivə] n.唾液；涎 n.(Saliva)人名；(俄)萨利瓦

68 simple 2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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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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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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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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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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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virus 2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76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77 Yale 2 [jeil] n.耶鲁（男子名）；（美）耶鲁大学；耶鲁弹簧锁（等于Yalelock）



7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9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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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pp 1 [æp] abbr.应用（Application）；穿甲试验（ArmorPiercingProof） n.(App)人名；(英)阿普

82 applying 1 [ə'plaɪ] vt. 应用；涂；使专心从事 vi. 申请；有关联

83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84 approves 1 [ə'pruːv] v. 批准；赞成；同意；称许

8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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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aylor 1 n. 贝勒

88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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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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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bot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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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broadly 1 ['brɔ:dli] adv.明显地；宽广地；概括地；露骨地；粗鄙地

93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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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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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all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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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capability 1 [,keipə'biləti] n.才能，能力；性能，容量

98 card 1 [kɑ:d] n.卡片；纸牌；明信片 vt.记于卡片上 n.(Card)人名；(英)卡德

99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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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hairman 1 ['tʃεəmən] n.主席，会长；董事长

102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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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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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106 confir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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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108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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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redit 1 ['kredit] n.信用，信誉；[金融]贷款；学分；信任；声望 vt.相信，信任；把…归给，归功于；赞颂

111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12 daily 1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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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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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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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doct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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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18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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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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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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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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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124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125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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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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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lu 1 [flu:] n.流感 n.(Flu)人名；(法)弗吕

129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30 generally 1 ['dʒenərəli] adv.通常；普遍地，一般地

131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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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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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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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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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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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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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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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Joseph 1 ['dʒəuzif] n.约瑟夫（男子名）；约瑟（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

143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4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45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46 lack 1 [læk] vt.缺乏；不足；没有；需要 vi.缺乏；不足；没有 n.缺乏；不足 n.(Lack)人名；(老)拉；(英、法、意、葡、匈)拉
克；(匈)洛克

147 la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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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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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51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152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153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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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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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157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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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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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icrobiology 1 [,maikrəubai'ɔlədʒi] n.微生物学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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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63 minute 1 [ˈmɪnɪt] n.分，分钟；片刻，一会儿；备忘录，笔记；会议记录 vt.将…记录下来 adj.微小的，详细的[maɪˈnjuːt;US-
ˈnuːt;maɪˋnut]

164 molecular 1 [məu'lekjulə] adj.[化学]分子的；由分子组成的

165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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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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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68 nasal 1 ['neizəl] adj.鼻的；鼻音的 n.鼻骨；鼻音；鼻音字

169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70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71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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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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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76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77 office 1 ['ɔfis, 'ɔ:-] n.办公室；政府机关；官职；营业处

178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79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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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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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183 petrosino 1 彼得罗西诺

184 phone 1 [fəun] n.电话；耳机，听筒 vt.打电话 vi.打电话 n.(Phone)人名；(老、缅)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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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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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pregnancy 1 ['pregnənsi] n.怀孕；丰富，多产；意义深长

188 press 1 [pres] vt.压；按；逼迫；紧抱 vi.压；逼；重压 n.压；按；新闻；出版社；[印刷]印刷机 n.(Press)人名；(英、德、俄、
西、瑞典)普雷斯

189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190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1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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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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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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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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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7 reopen 1 [,ri:'əupən] vt.使再开，使重开 vi.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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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00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01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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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04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05 sent 1 [sent] v.送，寄出（send的过去分词） n.(Sent)人名；(德)森特

206 September 1 [sep'tembə] n.九月

207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08 ship 1 [ʃip] vt.运送，乘船；以船运送 vi.上船；乘船旅行；当船员 n.船；舰；太空船 n.(Ship)人名；(中)摄(广东话·威妥玛)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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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

210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11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12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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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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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15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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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pecialized 1 ['speʃəlaizd] adj.专业的；专门的 v.专攻（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使…专门化；详细说明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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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20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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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treets 1 [st'riː ts] 街道

223 struggling 1 ['strʌgliŋ] adj.奋斗的；努力的；苦斗的 v.努力；斗争；竞争（struggle的ing形式）

224 suspected 1 英 [səs'pektɪd] 美 [sə'spektɪd] adj. 可疑的；嫌疑的 动词susp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5 takers 1 n. 接受者；购买者（taker的复数）

226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27 TENS 1 十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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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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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32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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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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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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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us 1 pron.我们

237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38 virology 1 [,vaiə'rɔlədʒi] n.[病毒]病毒学，滤过性微生物学

23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0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24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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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orker 1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244 workplaces 1 工作场所

24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46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47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