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9-01 [Health and Lifestyle] Deep Breathing Helps the Lungs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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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nd 2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3 breathing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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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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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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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your 10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8 deep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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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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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breathe 8 [bri:ð] vi.呼吸；低语；松口气；（风）轻拂 vt.呼吸；使喘息；流露；低声说

11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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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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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ir 6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4 breat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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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iaphragm 6 ['daiəfræm] n.隔膜；快门，[摄]光圈；横隔膜；隔板

16 lungs 6 ['lʌŋz] n. 肺 lung的复数.

17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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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9 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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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oxygen 5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21 respiratory 5 ['respərətəri, ri'spaiə-] adj.呼吸的

22 whe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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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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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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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hoyt 4 [hɔit] n.霍伊特（男子名）

26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7 lower 4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8 medical 4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9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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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shallow 4 ['ʃæləu] adj.浅的；肤浅的 n.[地理]浅滩 vt.使变浅 vi.变浅 n.(Shallow)人名；(英)沙洛

31 tak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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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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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4 American 3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35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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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ssociation 3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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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chest 3 [tʃest] n.胸，胸部；衣柜；箱子；金库

39 d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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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very 3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41 exercise 3 ['eksəsaiz] n.运动；练习；运用；操练；礼拜；典礼 vt.锻炼；练习；使用；使忙碌；使惊恐 vi.运动；练习

42 feel 3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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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get 3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45 good 3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46 hand 3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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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9 l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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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lung 3 [lʌŋ] n.肺；呼吸器 n.(Lung)人名；(越)珑；(罗、塞、匈、瑞典、德)伦格

51 make 3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52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53 notes 3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54 our 3 ['auə, ɑ:] pron.我们的

55 stale 3 [steil] adj.陈腐的；不新鲜的 vi.变陈旧；撒尿；变得不新鲜 vt.使变旧；变得不新鲜 n.尿 n.(Stale)人名；(塞)斯塔莱

56 stress 3 [stres] n.压力；强调；紧张；重要性；重读 vt.强调；使紧张；加压力于；用重音读 n.(Stress)人名；(意)斯特雷斯

57 throug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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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website 3 ['websaɪt] n. 网站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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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1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62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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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cavity 2 ['kævəti] n.腔；洞，凹处

64 Colorado 2 [,kʌlə'rɑ:dəu] n.（美）科罗拉多；（美）科罗拉多河

65 d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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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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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asy 2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68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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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hale 2 [eks'heil] vt.呼气；发出；发散；使蒸发 vi.呼气；发出；发散

70 expand 2 [ik'spænd] vt.扩张；使膨胀；详述 vi.发展；张开，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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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ully 2 ['fuli] adv.充分地；完全地；彻底地 n.(Fully)人名；(法)菲利

73 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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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e现在分词going）

74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75 Harvard 2 ['hɑ:vəd] n.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学生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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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inhale 2 [in'heil] vt.吸入；猛吃猛喝 vi.吸气

78 James 2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79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0 leaves 2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81 levels 2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2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83 matteo 2 n. 马泰奥

84 nose 2 [nəuz] n.鼻子；嗅觉；突出的部分；探问 vt.嗅；用鼻子触 vi.小心探索着前进；探问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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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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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88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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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90 pulmonologist 2 肺脏学家

91 relax 2 [ri'læks] vi.放松，休息；松懈，松弛；变从容；休养 vt.放松；使休息；使松弛；缓和；使松懈

92 rep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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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school 2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94 sho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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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s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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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stomach 2 ['stʌmək] n.胃；腹部；胃口 vt.忍受；吃下 vi.忍受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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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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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101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02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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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05 worried 2 ['wʌrid, 'wə:rid] adj.担心的

106 abdominal 1 [æb'dɔminəl] adj.腹部的；有腹鳍的

107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0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109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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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3 anxious 1 ['ænkʃəs] adj.焦虑的；担忧的；渴望的；急切的

114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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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116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1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118 belly 1 ['beli] n.腹部；胃；食欲 vi.涨满；鼓起 vt.使鼓起 n.(Belly)人名；(法、意、葡)贝利

119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120 bl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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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od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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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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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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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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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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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arbon 1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127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128 cavities 1 ['kævəti] n. 洞；空穴；腔；蛀洞

129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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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31 clinic 1 ['klinik] n.临床；诊所

132 coming 1 ['kʌmiŋ] adj.即将到来的；接着的；前途有望的 n.来到；到达 v.来（com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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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eeply 1 ['di:pli] adv.深刻地；浓浓地；在深处

135 diet 1 ['daiət] n.饮食；食物；规定饮食 vi.节食 vt.[医]照规定饮食 n.(Diet)人名；(法)迪耶

136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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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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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40 d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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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名）；（英）多恩（人名）

141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42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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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4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46 exchange 1 [iks'tʃeindʒ] n.交换；交流；交易所；兑换 vt.交换；交易；兑换 vi.交换；交易；兑换

147 exercises 1 ['eksəsaiz] n.练习题，演习；运动

148 exhalation 1 [ekshə'leiʃən] n.蒸发，呼气；散发物

149 expansion 1 [ik'spænʃən] n.膨胀；阐述；扩张物

150 expe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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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plain 1 [ik'splein] v.说明；解释

152 fills 1 [fɪl] vt. 装满；弥漫；填充；担任 n. 足量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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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155 frightened 1 ['fraitnd] adj.害怕的；受惊的；受恐吓的 v.害怕；使吃惊；吓走（frighten的过去分词）

156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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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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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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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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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healthy 1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62 heartbeat 1 ['hɑ:tbi:t] n.心跳；情感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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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5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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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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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incoming 1 adj.进来的，到来的；即将就任的 n.进入；到来；常作incomings收入，收益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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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72 inhalation 1 [,inhə'leiʃən] n.吸入；吸入药剂

173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74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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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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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ju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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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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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179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80 limits 1 ['lɪmɪts] n. 极限 名词limit的复数形式.

181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82 loose 1 [lu:s] adj.宽松的；散漫的；不牢固的；不精确的 vt.释放；开船；放枪 vi.变松；开火 adv.松散地 n.放纵；放任；发射 n.
(Loose)人名；(捷、瑞典)洛塞；(英)卢斯；(德)洛泽

183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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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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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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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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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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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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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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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92 moves 1 [muːv] n. 移动 名词move的复数形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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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muscle 1 ['mʌsl] n.肌肉；力量 vt.加强；使劲搬动；使劲挤出 vi.使劲行进

195 muscles 1 ['mʌslz] n. 肌肉 名词muscle的复数形式.

196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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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oun 1 [naun] n.名词 n.(Noun)人名；(以)努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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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201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202 opens 1 英 ['əʊpənz] 美 ['oʊpənz] v. 打开 动词ope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3 opposite 1 ['ɔpəzit, -sit] adj.相反的；对面的；对立的 n.对立面；反义词 prep.在…的对面 adv.在对面

204 outgoing 1 adj.对人友好的，开朗的；出发的，外出的；即将离职的；乐于助人的 n.外出；流出；开支 v.超过；优于（outgo的
ing形式）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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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oxygenated 1 ['ɒksɪdʒəneɪtɪd] adj. 充满氧气的 动词oxygen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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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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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10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11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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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pulmonology 1 [pʌl'mənɒlədʒɪ] 肺学

213 pure 1 [pjuə] adj.纯的；纯粹的；纯洁的；清白的；纯理论的 n.(Pure)人名；(俄)普雷

214 pushing 1 ['puʃiŋ] adj.奋斗的；莽撞的；有精力的；富有进取心的 n.推挤；推人犯规（篮球术语） v.推；促进；逼迫（push的ing
形式）

215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16 relaxes 1 [rɪ'læks] v. 休息；放松；使 ... 放松；放宽

217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18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19 respiration 1 [,respə'reiʃən] n.呼吸；呼吸作用

220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221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22 ribs 1 ['rɪbz] n. 排骨 名词rib的复数形式.

223 rise 1 [raiz, rais] vi.上升；增强；起立；高耸 vt.使…飞起；使…浮上水面 n.上升；高地；增加；出现

224 rises 1 [raɪz] vi. 上升；升起；增加；起床；反抗；复活 n. 上升；增加；斜坡；小山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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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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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228 separates 1 ['sepərət] adj. 分开的；不同的；单独的；各自的 v. 分开；隔开；区分；分居；脱离 n. 分开；抽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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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hape 1 [ʃeip] n.形状；模型；身材；具体化 vt.形成；塑造，使成形；使符合 vi.形成；成形；成长 n.(Shape)人名；(瑞典)沙佩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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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hortness 1 ['ʃɔ:tnis] n.不足；简略

23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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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it 1 [sit] vi.坐；位于 vt.使就座 n.(Si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硕；(罗)西特

236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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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moking 1 ['sməukiŋ] n.抽烟；冒气 adv.冒着烟 adj.准许吸烟的 v.吸烟；冒烟（smoke的现在分词）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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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41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42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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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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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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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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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48 tells 1 [tel] v. 告诉；吩咐；讲述；表达；辨别；判断；泄露；告发；产生效果

249 tense 1 [tens] adj.紧张的；拉紧的 vt.变得紧张；使拉紧 vi.拉紧，变得紧张 n.时态

250 tension 1 ['tenʃən] n.张力，拉力；紧张，不安；电压 vt.使紧张；使拉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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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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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ightens 1 ['taɪtn] vt. 使紧；勒紧；固定 vi. 变紧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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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upward 1 ['ʌpwəd] adj.向上的；上升的 adv.向上

256 urges 1 英 [ɜːdʒ] 美 [ɜːrdʒ] vt. 驱策；鼓励；催促；力陈 vi. 极力主张 n. 冲动；强烈愿望

25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58 verb 1 [və:b] n.动词；动词词性；动词性短语或从句 adj.动词的；有动词性质的；起动词作用的 n.(Verb)人名；(俄)韦尔布

259 websites 1 ['websaɪts] n. 网站（名词website的复数形式）

260 w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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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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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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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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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6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66 worry 1 ['wʌri, 'wə:ri] n.担心；烦恼；撕咬 vt.担心；发愁；折磨 vi.担心；烦恼；撕咬

26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