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15 [Health and Lifestyle] Antibody_ A Promising COVID-
19 Drug, But Not a Cure 词汇表词汇表

1 acceptable 1 [ək'septəbl] adj.可接受的；合意的；可忍受的

2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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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5 after 4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6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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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ids 1 abbr.艾滋病（AcquiredImmuneDeficiencySyndrome）；获得性免疫缺乏综合症

9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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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2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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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5 and 1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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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ntibodies 4 ['æntɪ̩ bɒdɪz] n. 抗体；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

18 antibody 13 ['ænti,bɔdi] n.[免疫]抗体

19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1 approve 1 [ə'pru:v] vt.批准；赞成；为…提供证据 vi.批准；赞成；满意

22 approved 2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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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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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6 asking 1 ['ɑ:skiŋ] n.请求 v.问（ask的现在分词）

27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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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30 authorization 3 [,ɔ:θərai'zeiʃən, -ri'z-] n.授权，认可；批准，委任

31 available 2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2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33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34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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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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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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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iotechnology 1 [,baiəutek'nɔlədʒi] n.[生物]生物技术；[生物]生物工艺学

39 bod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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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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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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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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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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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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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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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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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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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bs 1 [ˌsiː biː 'es] abbr. (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 abbr. 中央统计局(=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49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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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52 combines 2 [kəm'baɪn] v. 联合；使结合；结合 n. 集团；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53 comp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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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55 compassionate 1 [kəm'pæʃənit] adj.慈悲的；富于同情心的 vt.同情；怜悯

56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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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ronavirus 1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59 cov 3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变异系数

60 covid 10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1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62 cure 4 [kjuə] vt.治疗；治愈；使硫化；加工处理 vi.治病；痊愈；受治疗；被硫化；被加工处理 n.治疗；治愈；[临床]疗法 n.
(Cure)人名；(罗)库雷；(法)屈尔；(英)丘尔；(塞)楚雷

63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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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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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67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68 differ 1 ['difə] vt.使…相异；使…不同 vi.相异；意见分歧 n.(Differ)人名；(法)迪费

69 disease 4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0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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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donald 1 ['dɔnəld] n.唐纳德（男子名）

72 drug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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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rugs 5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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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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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77 Ebola 1 [i'bəulə] n.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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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80 effectiveness 2 [ə'fektivnis] n.效力

81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82 Eli 4 ['i:lai] n.伊莱（男子名）

83 emergencies 1 [ɪ'mɜːdʒənsɪz] n. 紧急事件；紧急需要 名词emergency的复数形式.

84 emergency 5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85 engineered 1 ['endʒɪn'iərd] adj. 设计的；工程监督的 动词engin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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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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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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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vidence 3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90 experiencing 1 [ɪk'spɪərənsɪŋ] n. 体验；经历 动词experience的现在分词.

91 experimental 3 [ek,speri'mentəl, ek's-] adj.实验的；根据实验的；试验性的

92 fast 1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93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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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elt 1 [felt] n.毡；毡制品 vi.粘结 vt.使粘结；把…制成毡 v.感觉（feel的过去式） n.(Felt)人名；(英、罗、芬、捷、瑞典)费尔特

96 fewer 1 ['fju:ə] adj.较少的 pron.较少数 int.较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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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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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0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1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102 fox 1 [fɔks] vt.欺骗；使变酸 n.狐狸；狡猾的人 vi.假装；耍狡猾手段 n.(Fox)人名；(英、法、德、意、西、瑞典)福克斯

103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4 genetically 1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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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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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Gilead 1 n.吉利德（公司名）；基列（圣经里古巴勒斯坦地方名）

108 g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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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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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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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12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13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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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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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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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18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19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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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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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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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IV 1 [,eitʃai'vi:] abbr.艾滋病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

123 hospital 2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24 hospitalized 2 英 ['hɒspɪtəlaɪz] 美 ['hɑːspɪtəlaɪz] vt. 就医；使住院

125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26 hydroxychloroquine 1 [haɪ'drɒksɪ'klɔː rəkwiː n] [药]羟化氯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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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ll 2 [il] adj.生病的；坏的；邪恶的；不吉利的 adv.不利地；恶劣地；几乎不 n.疾病；不幸 n.(Ill)人名；(捷、匈)伊尔

129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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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in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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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independent 1 [,indi'pendənt] adj.独立的；单独的；无党派的；不受约束的 n.独立自主者；无党派者

132 indicates 1 ['ɪndɪkeɪt] v. 指示；象征；显示；暗示，预示 v. 表明；指明

133 infection 3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34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5 involves 1 英 [ɪn'vɒlv] 美 [ɪn'vɑ lːv] vt. 包含；使忙于；牵涉；使卷入；使陷入

13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7 i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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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39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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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June 1 n.六月；琼（人名，来源于拉丁语，含义是“年轻气盛的六月”）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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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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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45 laboratories 1 英 [lə'bɒrətri] 美 ['læbrətɔː ri] n. 实验室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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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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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149 Leonard 1 ['lenəd] n.伦纳德（男子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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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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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illy 7 ['lili] n.莉莉（女子名）；丽莱（香港时装公司）

153 low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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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y 2 abbr.林业行业标准；淋巴细胞；铅合金 n.(Ly)人名；(老、柬、塞内、毛里塔)利；(东南亚国家华语)李

155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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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aker 1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157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158 malaria 1 [mə'lεəriə] n.[内科]疟疾；瘴气

159 manufacture 1 [,mænju'fæktʃə] n.制造；产品；制造业 vt.制造；加工；捏造 vi.制造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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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进行曲

161 me 2 [mi:, 弱mi] pron.我（宾格） n.自我；极端自私的人；自我的一部分 n.(Me)人名；(日)马(姓)；(朝)袂；(阿拉伯、柬、老)梅

162 meant 1 [ment] v.意味；打算（mea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表示…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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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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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ild 1 [maild] adj.温和的；轻微的；淡味的；文雅的；不含有害物质的的 n.（英国的一种）淡味麦芽啤酒 n.(Mild)人名；(瑞典)
米尔德；(德、捷、芬)米尔德

168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169 moderate 2 ['mɔdərət, 'mɔdəreit] adj.稳健的，温和的；适度的，中等的；有节制的 vi.变缓和，变弱 vt.节制；减轻

170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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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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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芬、捷、英)莫斯特

172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73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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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176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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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occur 1 [ə'kə:] vi.发生；出现；存在

179 occurs 1 [ə'kɜːz] 动词occur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0 October 1 [ɔk'təubə] n.[天]十月

181 of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2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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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OK 1 ['əu'kei, ,əu'kei, 'əukei] adj.好的；不错的 adv.行；很好 int.好；可以 vt.对…表示同意 n.同意

185 O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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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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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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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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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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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192 patients 1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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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195 permits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6 persons 1 ['pɜːsnz] n. 人们 名词person的复数形式.

197 pharmaceuticals 1 英 [ˌfɑːmə'sju tːɪklz] 美 [ˌfɑːmə'sju tːɪkəlz] n. 医药品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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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esident 3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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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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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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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04 proteins 1 [p'rəʊtiː nz] 蛋白质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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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published 2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07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08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209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210 received 2 [ri'si:vd] adj.被一般承认的；被认为标准的 v.收到；接受；迎接（receive的过去分词）

211 receiving 1 [ri'si:viŋ] adj.接受的 n.接受 v.接收（receive的ing形式）

212 rec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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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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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reduced 2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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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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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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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required 1 [rɪ'kwaɪəd] adj. 必需的

218 results 2 [rɪ'zʌlts] n. 结果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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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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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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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23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22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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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chleifer 1 施莱费尔

226 sciences 1 科学

227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28 seco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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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ond)人名；(法)塞孔

229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30 seriously 1 ['siəriəsli, 'si:r-] adv.认真地；严重地，严肃地

231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32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33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34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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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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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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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tandard 2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239 start 1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240 stays 1 [steɪ] v. 停留；逗留；保持 n. 停留；逗留

241 stopped 1 [stɔpt] v.停止；停下来（sto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停止的；停顿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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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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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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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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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successful 1 [sək'sesful] adj.成功的；一帆风顺的

247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48 Sunday 1 ['sʌndei] n.星期日；礼拜日

249 symptom 1 ['simptəm] n.[临床]症状；征兆

250 symptoms 2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251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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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aking 2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53 temporarily 1 ['tempərərili, ,tempə'rεə-] adv.临时地，临时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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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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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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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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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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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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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theory 1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261 therapeutic 2 [,θerə'pju:tik] adj.治疗的；治疗学的；有益于健康的 n.治疗剂；治疗学家

262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63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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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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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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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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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to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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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71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72 treat 2 [tri:t] vt.治疗；对待；探讨；视为 vi.探讨；请客；协商 n.请客；款待 n.(Treat)人名；(英)特里特

273 treatment 11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274 treatments 6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275 trials 2 n.审判( trial的名词复数 ); （对能力、质量、性能等的）试验; 测试; 比赛

276 trump 4 [trʌmp] n.王牌；法宝；喇叭 vt.胜过；打出王牌赢 vi.出王牌；吹喇叭 n.(Trump)人名；(英)特朗普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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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rn)人名；(德、匈)图恩

27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79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280 unhealthy 1 [,ʌn'helθi] adj.不健康的；危险的；有害身心健康的

281 us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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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83 vaccine 1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284 vaccines 1 疫苗程序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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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virus 3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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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visits 1 ['vɪzɪt] v. 拜访；参观；闲谈 n. 拜访；参观；聊天

289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290 warned 1 英 [wɔː n] 美 [wɔː rn] vt. 警告；告诫；预先通知 vi. 发出警告

29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2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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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akest 1 [wiː kɪst] adj. 最弱的 形容词weak的最高级形式.

294 week 1 [wi:k] n.周，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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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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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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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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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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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300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30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2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03 withdrew 1 [wið'dru, wið'dru:, wiθ-] v.收回（withdra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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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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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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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07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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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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