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3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ene Editing Used to Block
Mosquitos' Ability to Identify Targets 词频表词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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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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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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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mosquitoes 11 n. 蚊子 名词mosquito的复数形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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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u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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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gene 7 [dʒi:n] n.[遗]基因，遗传因子

9 targets 7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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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o 6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1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stud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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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edes 5 [ei'i:di:z] n.伊蚊（一种传染黄热病的蚊子）；豹脚蚊

15 editing 5 n. 编辑 动词edit的现在分词形式.

1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7 identify 5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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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receptors 5 受体

20 team 5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1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2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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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4 aegypti 4 埃及伊蚊

25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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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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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ould 4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8 dark 4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29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30 human 4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31 insects 4 ['ɪnsekts] n. 昆虫；虫子；卑微的人 名词insect的复数形式.

32 light 4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33 mosquito 4 [mə'ski:təu] n.蚊子

34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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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research 4 n.研究；调查 vi.研究；调查 vt.研究；调查 [过去式researched过去分词researched现在分词researching]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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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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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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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伊；(匈、罗)绍伊

39 search 4 [sə:tʃ] vi.搜寻；调查；探求 vt.搜索；搜寻；调查；搜查；探求 n.搜寻；探究，查究 n.(Search)人名；(英)瑟奇

40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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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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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ability 3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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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arbara 3 ['ba:bərə] n.芭芭拉（女子名）

46 carried 3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7 method 3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48 mosquitos 3 英 [mə'skiː təʊ] 美 [mə'skiː toʊ] n. 蚊子

49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50 santa 3 ['sæntə] n.圣诞老人（等于SantaClaus）

51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52 tests 3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53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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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anopheles 2 [ə'nɔfili:z] n.疟蚊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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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58 behavior 2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59 biology 2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60 bite 2 [bait] vt.咬；刺痛 n.咬；一口；咬伤；刺痛 vi.咬；刺痛 abbr.机内测试设备（Built-InTestEquipment） n.(Bite)人名；(匈)比泰

61 black 2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62 block 2 n.块；街区；大厦；障碍物 vt.阻止；阻塞；限制；封盖 adj.成批的，大块的；交通堵塞的 n.(Block)人名；(英、法、
德、西、葡、芬、罗)布洛克

63 blo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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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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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cage 2 [keidʒ] n.笼，兽笼；牢房，监狱 vt.把…关进笼子；把…囚禁起来 n.(Cage)人名；(法)卡热；(英)凯奇

67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68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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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nfirm 2 [kən'fə:m] vt.确认；确定；证实；批准；使巩固

70 current 2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特

71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72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3 diseases 2 [dɪ'ziː zɪz] 病害

74 edited 2 ['edɪt] vt. 剪辑；编辑；校订

75 eliminate 2 [i'limineit] vt.消除；排除

76 experiments 2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77 eyes 2 n.眼睛（eye的复数） n.(Eyes)人名；(英)艾斯

78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79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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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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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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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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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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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84 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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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lead 2 [[li:d] [led]] n.领导；铅；导线；榜样 vt.领导；致使；引导；指挥 vi.领导；导致；用水砣测深 adj.带头的；最重要的 n.
(Lead)人名；(英)利德

86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7 marker 2 ['mɑ:kər] n.记分员；书签；标识物；作记号的人 n.(Marker)人名；(英、德、法、塞、瑞典)马克

88 meals 2 [miː lz] n. 伙食 名词meal的复数形式.

89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90 particular 2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91 remo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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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round 2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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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sensing 2 [sensɪŋ] n. 感觉 adj. 敏感的 动词sense的现在分词形式.

95 series 2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96 skin 2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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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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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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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toward 2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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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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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vision 2 n.视力；美景；眼力；幻象；想象力；幻视（漫威漫画旗下超级英雄） vt.想象；显现；梦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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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zhan 2 然

106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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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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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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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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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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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4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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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attempt 1 [ə'tempt] n.企图，试图；攻击 vt.企图，试图；尝试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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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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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egin 1 [bɪ̍ gɪn] vt.开始 vi.开始；首先 n.(Begin)人名；(以、德)贝京；(英)贝让

120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121 behind 1 [bi'haind] prep.落后于；支持；晚于 adv.在后地；在原处 n.屁股

122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123 bites 1 [baɪt] v. 咬；叮；蜇 n. 咬；一口；(被咬的)伤痕

124 blind 1 [blaind] adj.盲目的；瞎的 adv.盲目地；看不见地 n.掩饰，借口；百叶窗 vt.使失明；使失去理智 n.(Blind)人名；(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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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瑞典)布林德

125 blindness 1 ['blaidnis] n.失明；无知；盲区

126 blocked 1 [blɔkt] adj.堵塞的；被封锁的 v.阻塞（block的过去分词）

127 borne 1 [bɔ:n] v.忍受；负荷；结果实；生子女（bear的过去分词） n.(Borne)人名；(德、西、法)博尔内

128 breathes 1 [briː ð] vi. 呼吸 vt. 轻声说；流露（自信等感情）；注入

129 bugs 1 [bʌgz] adj.发疯的，疯狂的 n.(Bugs)人名；(德)布格斯

130 cages 1 [keɪdʒ] n. 笼子；监狱；笼状结构 vt. 关入笼中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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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arriers 1 ['kæriəz] 载体

133 cas 1 abbr.中国科学院（ChineseAcademyofSciences）；计算机技术学会（ComputerArtsSociety）；控制自动化系统
（ControlAutomaticSystem） n.(Cas)人名；(法)卡斯

134 cause 1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135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136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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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139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140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141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42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143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144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45 craig 1 [kreig] n.克雷格（男子名）

146 daytime 1 ['deitaim] n.日间，白天

147 dengue 1 ['deŋgi] n.[内科]登革热 n.(Dengue)人名；(葡、刚(布))登格

148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9 detect 1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150 detecting 1 [dɪ'tektɪŋ] n. 探测；检定；检波 动词detect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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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developments 1 [dɪ'veləpmənts] n. 建设；发展；开发区 名词development的复数形式.

153 dioxide 1 [dai'ɔksaid] n.二氧化物

154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55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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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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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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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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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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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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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ggs 1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63 electrodes 1 [e'lektrəʊdz] 电极

164 enclosed 1 [in'kləuzd] adj.被附上的；与世隔绝的 v.附上（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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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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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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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70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171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72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173 feeding 1 ['fi:diŋ] n.饲养；吃；输送 adj.供给饲料的；摄取食物的 v.饲养（feed的ing形式）

174 fever 1 ['fi:və] n.发烧，发热；狂热 vt.使发烧；使狂热；使患热病 vi.发烧；狂热；患热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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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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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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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flies 1 [flaiz] n.苍蝇（fly的复数）；舞台上空，吊景区；裤子前面的开口 v.飞行；时间飞逝；乘飞机；飘动（fly的第三人称单
数）

180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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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83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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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86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87 hel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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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89 host 1 [həust] n.[计]主机；主人；主持人；许多 vt.主持；当主人招待 vi.群集；做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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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92 hunt 1 [hʌnt] vt.打猎；搜索 vi.打猎；搜寻 n.狩猎；搜寻 n.(Hunt)人名；(德、瑞典)洪特；(英)亨特；(法)安

193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194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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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induce 1 [in'dju:s, in'du:s] vt.诱导；引起；引诱；感应

197 induced 1 [ɪnd'juːst] adj. 感应的；导致的 动词in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8 insect 1 ['insekt] n.昆虫；卑鄙的人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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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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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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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204 kissing 1 ['kisiŋ] adj.接吻的

205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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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08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209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10 major 1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211 malaria 1 [mə'lεəriə] n.[内科]疟疾；瘴气

212 markers 1 ['mɑːkəz] 标记

213 measurements 1 ['meʒəmənts] n. 尺寸 名词measure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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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mechanism 1 ['mekənizəm] n.机制；原理，途径；进程；机械装置；技巧

215 mechanisms 1 ['mekənɪzəmz] 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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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montell 1 n. 蒙特尔(在美国；西经 100º03' 北纬 29º33')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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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220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221 move 1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222 movements 1 ['muːvmənts] n. 动作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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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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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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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227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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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observing 1 [əb'zəviŋ, ɔb-] adj.观察的；注意的；观察力敏锐的 v.观察；遵守（observe的ing形式）

230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231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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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nl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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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4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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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assageway 1 ['pæsidʒwei] n.通道；走廊

237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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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lays 1 [pleɪ] v. 玩；比赛；（在运动队中）担当；派...出场；带；踢；击（球）；走（棋子）；出牌；演奏；播放；扮演；假
装；上演；发挥（作用）；应付；处理；掠过；浮现；使轻快地活动；（喷泉）喷涌；做游戏 n. 游戏；戏剧；比赛；发挥
作用；玩笑；间隙；闪烁；闪现

240 postdoctoral 1 [pəust'dɔktərəl] adj.博士后的；博士学位取得后的

241 potential 1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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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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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46 range 1 n.范围；幅度；排；山脉 vi.（在...内）变动；平行，列为一行；延伸；漫游；射程达到 vt.漫游；放牧；使并列；归类
于；来回走动

247 reactions 1 英 [ri'ækʃənz] 美 [rɪ'ækʃənz] n. 反应（reaction的复数）

24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9 recognition 1 [,rekəg'niʃən] n.识别；承认，认出；重视；赞誉；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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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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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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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55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256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7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58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9 role 1 [rəul] n.角色；任务 n.(Role)人名；(意、塞、赤几)罗莱

260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61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62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63 seeing 1 ['si:iŋ] n.看见；视觉；观看；视力 conj.因为；由于；鉴于 adj.看见的；有视觉的 v.看见（se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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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66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67 senses 1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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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hade 1 [ʃeid] n.树荫；阴影；阴凉处；遮阳物；（照片等的）明暗度；少量、些微；细微的差别 vt.使阴暗；使渐变；为…遮
阳；使阴郁；掩盖 vi.（颜色、色彩等）渐变 n.(Shade)人名；(英、德)谢德

270 shades 1 ['ʃeɪdz] n. 墨镜；夜幕；阴间；回忆 名词shade的复数形式.

271 shand 1 n. 尚德

272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73 sight 1 [sait] n.视力；景象；眼界；见解 vt.看见；瞄准 vi.瞄准；观看 adj.见票即付的；即席的

274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275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76 smells 1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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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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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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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till 1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282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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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target 1 n.目标，指标；（攻击的）对象；靶子 v.把...作为目标；面向，对准（某群体） n.（Target）美国塔吉特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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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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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89 ticks 1 n.滴答声；扁虱；十字叉；褥套（tick的复数） v.运转；嘀嗒走针（tick的三单形式）

290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291 tsetse 1 ['tsetsi] n.采采蝇；舌蝇

292 tunnel 1 ['tʌnəl] n.隧道；坑道；洞穴通道 vt.挖；在…打开通道；在…挖掘隧道 vi.挖掘隧道；打开通道

293 tunnels 1 ['tʌnl] n. 隧道；地道；洞穴 v. 挖地道；挖隧道

294 uc 1 abbr. 大写字母（=uppercase） abbr. 冷却机组(=unit cooler)

295 uncover 1 [,ʌn'kʌvə] vt.发现；揭开；揭露 vi.发现；揭示；揭去盖子

296 undergo 1 [,ʌndə'gəu] vt.经历，经受；忍受

297 us 1 pron.我们

298 visit 1 ['vizit] n.访问；参观；逗留 vt.访问；参观；视察 vi.访问；暂住；闲谈 n.(Visit)人名；(老)维西；(泰)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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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voltage 1 ['vəultidʒ] n.[电]电压

301 want 1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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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w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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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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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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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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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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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08 wide 1 [waid] adj.广泛的；宽的，广阔的；张大的；远离目标的 adv.广泛地；广阔地；充分地 n.大千世界 n.(Wide)人名；(瑞典、
芬)维德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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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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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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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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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31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1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17 yellow 1 adj.黄色的；黄皮肤的 adj.胆小的 n.黄色；黄种人；黄色颜料 vi.变黄或发黄 vt.使变黄或发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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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zika 1 济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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