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1-06 [As It Is] Pharmacist Arrested for Trying to Ruin
Hundreds of COVID-19 Sho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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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he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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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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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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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10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Brandenburg 10 ['brændənbə:g] n.勃兰登堡（德国城市）

9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said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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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vaccine 8 ['væksi:n] n.疫苗；牛痘苗 adj.疫苗的；牛痘的

12 vaccines 8 疫苗程序

13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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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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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old 6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 doses 5 英 [dəʊs] 美 [doʊs] n. 剂量；一剂；一服 vt. 给 ... 服药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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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covid 4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21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22 moderna 4 莫德尔纳

23 mrna 4 =Messenger RNA[生化]信使核糖核酸

24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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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pharmacist 4 ['fɑ:məsist] n.药剂师

26 police 4 [pə'li:s] n.警察，警方；治安 vt.监督；管辖；维持治安；为…配备警察 adj.警察的；有关警察的

27 sho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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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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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0 advocate 3 ['ædvəkeit, 'ædvəkət] vt.提倡，主张，拥护 n.提倡者；支持者；律师

31 arrested 3 [ə'restɪd] adj. 逮捕的 动词arr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2 aurora 3 [ɔ:'rɔ:rə] n.[地物]极光；曙光

33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34 court 3 [kɔ:t] n.法院；球场；朝廷；奉承 vt.招致（失败、危险等）；向…献殷勤；设法获得 vi.求爱 n.(Court)人名；(英)考特；
(法)库尔

35 December 3 [di'sembə] n.十二月

36 DNA 3 [,di:,en'ei] abbr.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美国）国防部核子局（DefenseNuclearAgency）

37 documents 3 英 ['dɒkjumənt] 美 ['dɑːkjumənt] n. 文件；公文；文档 vt. 记载；(用文件等)证明

38 government 3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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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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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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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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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refrigeration 3 [ri,fridʒə'reiʃən, ri:-] n.制冷；冷藏；[热]冷却

43 ruin 3 ['ruin, 'ru:-] n.废墟；毁坏；灭亡 vt.毁灭；使破产 vi.破产；堕落；被毁灭 n.(Ruin)人名；(德、意、芬)鲁因；(法)吕安

44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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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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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vials 3 ['vaɪəl] n. 小瓶；药水瓶 v. 把 ... 放入小瓶中

47 wife 3 [waif] n.妻子，已婚妇女；夫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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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Adam 2 ['ædəm] n.亚当

50 admitted 2 [əd'mitid] adj.公认的；被承认了的 v.承认（admit的过去分词）

51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52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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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4 Bahr 2 深泉水 n.(Bahr)人名；(英、法、德、西)巴尔；(阿拉伯)巴赫尔

55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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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believes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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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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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61 claims 2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62 conspiracy 2 [kən'spirəsi] n.阴谋；共谋；阴谋集团

63 divorce 2 [di'vɔ:s] vt.使离婚，使分离；与…离婚 n.离婚；分离 vi.离婚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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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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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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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false 2 [fɔ:ls] adj.错误的；虚伪的；伪造的 adv.欺诈地

68 genetically 2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69 grafton 2 n. 格拉夫顿

70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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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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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his 2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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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hundreds 2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75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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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lawyer 2 ['lɔ:jə] n.律师；法学家 n.(Lawyer)人名；(英)劳耶

78 medicines 2 ['medsnz] 药品

79 modified 2 英 ['mɒdɪfaɪd] 美 ['mɒdə̩ faɪd] adj. 修改的

80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81 out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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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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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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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protein 2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84 secret 2 ['si:krit] n.秘密；秘诀；机密 adj.秘密的；机密的 n.(Secret)人名；(法)塞克雷

85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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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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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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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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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0 times 2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91 tried 2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92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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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vaccinate 2 ['væksineit] vi.接种疫苗 vt.给…注射疫苗 n.被接种牛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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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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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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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worker 2 ['wə:kə] n.工人；劳动者；职蚁 n.(Worker)人名；(英)沃克

99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00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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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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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104 administer 1 [əd'ministə] vt.管理；执行；给予 vi.给予帮助；执行遗产管理人的职责；担当管理人

105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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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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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9 antibodies 1 ['æntɪ̩ bɒdɪz] n. 抗体；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

110 approved 1 [ə'pru:vd] adj.被认可的；经过检验的 v.核准；认可（approve的过去式）

111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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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rrest 1 [ə'rest] vt.逮捕；阻止；吸引 n.逮捕；监禁 n.(Arrest)人名；(德)阿雷斯特

113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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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16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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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eings 1 ['biː ɪŋz] n. 人；n

119 belief 1 [bi'li:f] n.相信，信赖；信仰；教义

120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21 belong 1 [bi'lɔŋ] vi.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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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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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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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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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127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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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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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are 1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130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31 cells 1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132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3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34 charged 1 [tʃɑ:dʒd] adj.带电的；充满感情的；气氛紧张的 vt.填充

135 charges 1 [t'ʃɑːdʒɪz] n. 费用

136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37 claim 1 [kleim] vi.提出要求 vt.要求；声称；需要；认领 n.要求；声称；索赔；断言；值得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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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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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41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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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44 crashing 1 ['kræʃiŋ] adj.彻底的；最好的；猛撞的 v.打碎（crash的ing形式）

145 criminally 1 ['kriminəli] adv.刑法上；犯了罪地，有罪地

146 cyberattack 1 [sɪbə'tæk] n. 网络攻击

147 damaged 1 adj.被损坏的 v.损害（dama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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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50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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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o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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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ru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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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drugs 1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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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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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mergency 1 [i'mə:dʒənsi] n.紧急情况；突发事件；非常时刻 adj.紧急的；备用的

158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159 ending 1 ['endiŋ] n.结局；结尾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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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62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163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164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65 fairly 1 ['fεəli] adv.相当地；公平地；简直 n.(Fairly)人名；(英)费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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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filed 1 [faɪl] n. 档案；卷宗；文件；锉刀，指甲锉 vt. 把 ... 归档；提出(申请书、议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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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forgotten 1 [fə'gɔtn] v.忘记（forget的过去分词）

170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171 found 1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72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73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74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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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76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77 gun 1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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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appened 1 ['hæpəned] adj. 发生的 动词happe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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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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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her 1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184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185 hospital 1 ['hɔspitəl] n.医院 n.(Hospital)人名；(英)霍斯皮特尔

186 hours 1 n.小时（hour的复数形式） n.(Hours)人名；(法)乌尔

187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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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llegal 1 adj.[法]非法的；违法的；违反规则的 n.非法移民，非法劳工

190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91 ineffective 1 [,ini'fektiv] adj.无效的，失效的；不起作用的

192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93 investigation 1 [in,vesti'geiʃən] n.调查；调查研究

194 investigator 1 [in'vestigeitə] n.研究者；调查者；侦查员

195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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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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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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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202 knowingly 1 ['nəuiŋli] adv.故意地；机警地，狡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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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05 legal 1 adj.法律的；合法的；法定的；依照法律的 n.(Legal)人名；(法)勒加尔

206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207 marriage 1 ['mæridʒ] n.结婚；婚姻生活；密切结合，合并 n.(Marriage)人名；(英)马里奇

208 media 1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209 medicine 1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210 messenger 1 ['mesindʒə] n.报信者，送信者；先驱 n.(Messenger)人名；(德)梅森格；(英)梅辛杰

211 modify 1 ['mɔdifai] vt.修改，修饰；更改 vi.修改

212 Monday 1 ['mʌndi] n.星期一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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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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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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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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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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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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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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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pfizer 1 n.辉瑞（美国制药公司）

223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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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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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227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28 powerful 1 ['pauəful] adj.强大的；强有力的 adv.很；非常

229 prepare 1 [pri'pεə] vt.准备；使适合；装备；起草 vi.预备；做好思想准备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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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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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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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235 refrigerator 1 [ri'fridʒəreitə, ri:-] n.冰箱，冷藏库

236 released 1 [rɪ'liː st] v. 释放；让予；准予发表，发布，发行；免除，豁免 动词rel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7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38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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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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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RNA 1 [,a:r en 'ei] abbr.核糖核酸（RibonucleicAcid）；浪漫派小说家协会（RomanticNovelists'Association）

242 ruining 1 ['ru ɪːn] vt. 毁灭；毁坏；（使）破产；糟蹋，使（妇女）失去贞操 n. 毁灭；废墟；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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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separating 1 ['sepəreɪtɪŋ] adj. 分开的；分离的 动词separate的现在分词.

245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6 shut 1 [ʃʌt] vt.关闭；停业；幽禁 vi.关上；停止营业 n.关闭 adj.关闭的；围绕的 n.(Shut)人名；(俄)舒特；(中)室(广东话·威妥玛)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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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249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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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51 spike 1 [spaik] n.长钉，道钉；钉鞋；细高跟 vt.阻止；以大钉钉牢；用尖物刺穿 n.(Spike)人名；(瑞典)斯皮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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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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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teven 1 ['sti:vən] n.史蒂文（男子名）

255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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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urface 1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58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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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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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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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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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64 theories 1 ['θɪərɪz] n. 理论 名词theory的复数形式

265 theorist 1 ['θiərist, 'θi:ə-] n.理论家

266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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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throwing 1 英 ['θrəʊɪŋ] 美 ['θroʊɪŋ] n. 投掷运动 动词throw的现在分词形式.

269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270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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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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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unsafe 1 [ʌn'seɪf] adj. 不安全的；危险的；靠不住的

274 unused 1 [,ʌn'ju:zd] adj.不用的；从未用过的

275 upset 1 vt.使心烦；颠覆；扰乱 vi.翻倒 adj.心烦的；混乱的；弄翻的 n.混乱；翻倒；颠覆

27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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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vial 1 ['vaiəl] n.小瓶；药水瓶 vt.装入小瓶 n.(Vial)人名；(西)比亚尔；(法、意)维亚尔

279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80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81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82 Wisconsin 1 [wis'kɔnsin] n.威斯康星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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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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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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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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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89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290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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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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