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1-24 [Health and Lifestyle] From AstraZeneca, a Cheaper,
Effective COVID-19 Vaccine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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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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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5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6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7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8 advantage 2 [əd'vɑ:ntidʒ, əd'væn-] n.优势；利益；有利条件 vi.获利 vt.有利于；使处于优势

9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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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greed 1 [ə'gri:d] adj.同意的；通过协议的 v.同意；赞成（agree的过去式）

12 agreements 2 [əɡ'riː mənts] n. 协定

13 alliance 1 [ə'laiəns] n.联盟，联合；联姻

14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5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6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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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9 and 1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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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23 approval 3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24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25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6 astrazeneca 8 阿斯特拉捷利康(财富500强公司之一, 总部所在地英国, 主要经营制药)

2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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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29 available 3 adj.可获得的；可购得的；可找到的；有空的

30 Bangladesh 2 [,ba:ŋglə'deʃ] n.孟加拉国（亚洲国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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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 7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33 Berkley 1 n. 伯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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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ig 1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36 bill 1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37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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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0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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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ritons 1 n. 英国人；不列颠人，大不列颠人（Briton的复数形式）

42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43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44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45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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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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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49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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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ndidate 2 n.候选人，候补者；应试者

51 candidates 2 ['kændɪdeɪts] n. 申请求职者；候选人；投考者 名词candidat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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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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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hannel 1 vt.引导，开导；形成河道 n.通道；频道；沟渠；海峡

56 cheaper 1 ['tʃiː pər] adj. 比较便宜的

57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58 cnn 1 [ˌsiː en'en] abbr. 美国有线新闻网(=cable news network)

59 col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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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ditional 1 [kən'diʃənəl] adj.有条件的；假定的 n.条件句；条件语

61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62 cost 2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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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untries 3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65 covid 6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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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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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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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70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71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72 delivering 1 v.发表（deliver的ing形式）；投递

73 desirable 1 [di'zaiərəbl] adj.令人满意的；值得要的 n.合意的人或事物

74 developing 2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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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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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istribution 2 n.分布；分配；供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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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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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dose 7 [dəus] n.剂量；一剂，一服 vi.服药 vt.给药；给…服药 n.(Dose)人名；(德)多泽；(意、西、葡、塞)多塞；(英)多斯

81 doses 3 英 [dəʊs] 美 [doʊs] n. 剂量；一剂；一服 vt. 给 ... 服药

82 dr 2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83 dru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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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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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arly 3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86 earned 1 ['ɜːnd] adj. 挣得的；赚的 动词ear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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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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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ffective 7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90 effort 5 ['efət] n.努力；成就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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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93 enforcing 1 英 [ɪn'fɔː s] 美 [ɪn'fɔː 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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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nsure 1 [in'ʃuə] vt.保证，确保；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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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quitable 1 ['ekwitəbl] adj.公平的，公正的；平衡法的

98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99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00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101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02 expressed 1 [ɪk'spres] n. 快车；快递；专使 adj. 明确的；急速的；直接的 adv. 用快递 vt. 表达；表示；挤压出；快递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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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acility 2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105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06 feature 1 ['fi:tʃə] n.特色，特征；容貌；特写或专题节目 vi.起重要作用 vt.特写；以…为特色；由…主演

107 findings 2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08 firs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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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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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12 foundation 1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13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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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u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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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Gates 1 n.[建]大门；关口（gate的复数形式） v.（英）禁止外出；给…安装门（gate的第三人称单数） n.(Gates)人名；(英)盖茨

117 gavi 1 加维

118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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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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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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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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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government 4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24 group 5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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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al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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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handled 1 adj.有把手的；有把柄的 v.使用；负责；触摸；指挥（handl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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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h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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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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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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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32 h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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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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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35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136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37 hopefully 1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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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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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41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142 immunized 1 ['ɪmjunaɪz] vt. 使免疫；赋予免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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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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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6 income 2 ['inkʌm] n.收入，收益；所得

147 infections 1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148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49 Internet 1 ['intənet] n.因特网

150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1 is 1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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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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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55 Johnson 2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156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57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158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59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60 leaders 1 [liː dəs] n. [计算机]前导字符；领袖；领导者 名词lead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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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east 2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163 listing 1 ['listiŋ] n.列表，清单 v.列表（list的现在分词） n.(Listing)人名；(德)利斯廷

164 lives 2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65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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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maker 3 ['meikə] n.制造者；造物主；出期票人 n.(Maker)人名；(英)马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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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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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maybe 1 ['meibi] adv.也许；可能；大概 n.可能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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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173 melinda 1 [mə'lində] n.梅林达（女子名）

174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175 met 1 [met] v.遇见（me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et)人名；(瑞典)梅特

176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177 mill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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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inister 1 ['ministə] n.部长；大臣；牧师 vi.执行牧师职务；辅助或伺候某人

179 moderna 4 莫德尔纳

180 moncef 1 蒙塞夫

181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182 money 1 ['mʌni] n.钱；货币；财富 n.(Money)人名；(英)莫尼；(西、法)莫内

183 month 2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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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nations 1 n. 国家；民族 名词n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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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88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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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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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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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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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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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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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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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197 operation 2 [,ɔpə'reiʃən] n.操作；经营；[外科]手术；[数][计]运算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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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organization 2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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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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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xford 5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204 pascal 1 ['pæskəl] n.帕斯卡（压力的单位） n.(Pascal)人名；(英、法、西、罗)帕斯卡尔

205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06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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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pfizer 5 n.辉瑞（美国制药公司）

208 phase 1 n.月相 n.（月亮的）盈亏 n.时期

209 planned 1 [plænd] adj.有计划的；根据计划的 v.打算（plan的过去分词）；设计

210 planning 1 ['plæniŋ] n.规划；计划编制 v.计划；设计；预期（plan的ing形式）

211 pollard 2 ['pɔləd] n.截去树梢的树；角被割下的动物 vt.将……截角；将……去梢 n.(Pollard)人名；(西)波利亚德；(英)波拉德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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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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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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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rofit 1 ['prɔfit] n.利润；利益 vi.获利；有益 vt.有益于 n.(Profit)人名；(法)普罗菲

216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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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promised 1 英 ['prɒmɪs] 美 ['prɑːmɪs] n. 诺言；预示；约定；(有)希望 v. 允诺；发誓；答应；有希望

218 promising 2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9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20 proves 1 [pruːv] v. 证明；检验；结果是；发酵

221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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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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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25 raised 1 [[reizd] adj.凸起的；发酵的；浮雕的 v.提高（raise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举起；抚育，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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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cei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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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29 regulator 1 n.调整者；监管者；校准器

230 regulators 1 英 ['regjʊleɪtəz] 美 ['regjə̩ leɪtəz] n. 调节器；调整者；调节阀；稳定器；标准钟 名词regulator的复数形式.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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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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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34 results 3 [rɪ'zʌlts] n. 结果

23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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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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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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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24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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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eco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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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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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parately 1 ['sepəritli] adv.分别地；分离地；个别地

245 Seth 1 [seθ] n.赛斯（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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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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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hots 1 英 [ʃɒt] 美 [ʃɑ tː] n. 注射；投篮；发射；拍摄；开枪；子弹 adj. (织物)闪色的；精疲力尽的；完了的 动词shoot的过去式和
过去分词.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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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51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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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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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ooner 1 ['su:nə] n.（美）抢先占有土地者（在政府开放西部前）

255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256 spare 1 [spεə] vt.节约，吝惜；饶恕；分出，分让 vi.饶恕，宽恕；节约 adj.多余的；瘦的；少量的 n.剩余；备用零件

257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58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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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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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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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storage 3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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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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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tressed 1 [strest] adj.紧张的；感到有压力的 v.强调（stress的过去分词）；给…加压力

265 summit 1 ['sʌmit] n.顶点；最高级会议；最高阶层 adj.最高级的；政府首脑的

266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67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68 taken 1 ['teikn, 'teikən] v.拿，带（take的过去分词）

269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70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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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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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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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75 third 1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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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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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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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o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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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82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83 transported 1 v.[植]运输；搬运（transport的过去式）

284 treatment 3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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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rials 1 n.审判( trial的名词复数 ); （对能力、质量、性能等的）试验; 测试; 比赛

287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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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union 1 ['ju:niən] n.联盟，协会；工会；联合

290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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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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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urgently 1 ['ə:dʒəntli] adv.迫切地；紧急地；急切地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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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97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98 vaccinated 2 ['væksɪneɪt] v. 接种疫苗；预防接种

299 vaccine 19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300 vaccines 4 疫苗程序

301 virtually 2 ['və:tʃuəli] adv.事实上，几乎；实质上

302 warp 2 [wɔ:p] n.弯曲，歪曲；偏见；乖戾 vt.使变形；使有偏见；曲解 vi.变歪，变弯；曲解

30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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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wealthy 1 ['welθi] adj.富有的；充分的；丰裕的 n.富人

306 weekend 1 [,wi:k'end, 'wi:kend] n.周末，周末休假；周末聚会 adj.周末的，周末用的 vi.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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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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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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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ho 5 pron.谁；什么人

310 will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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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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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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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orkers 1 ['wɜːkəz] n. 职工 名词worker的复数形式.

315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16 would 3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317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8 zahid 1 扎希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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