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6 [Health and Lifestyle] What Is 'Havana Syndrome' 词频词频
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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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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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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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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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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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Havana 10 [hə'vænə] n.哈瓦那（古巴城市）；哈瓦那雪茄烟

9 for 7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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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ther 6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2 syndrome 6 n.[临床]综合症状；并发症状；校验子；并发位 n.(Syndrome)人名；(英)辛德罗姆

13 been 5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14 brain 5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15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 Ameri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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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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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nergy 4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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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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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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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incidents 4 ['ɪnsɪdənts]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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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officials 4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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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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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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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9 who 4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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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ses 3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32 country 3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33 device 3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34 diplomats 3 ['dɪpləmæts] 外交官；有外交手腕的人

35 ha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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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injury 3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37 las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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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people 3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39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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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pres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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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problems 3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42 radio 3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43 reported 3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44 Russia 3 ['rʌʃə] n.俄罗斯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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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tu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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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told 3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48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9 university 3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50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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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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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americans 2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53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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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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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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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attacks 2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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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burns 2 [bə:nz] n.络腮胡子 v.[外科]烧伤（burn的第三人称单数）

60 Caty 2 卡蒂

61 CIA 2 [ˌsiː aɪ'eɪ] abbr. 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62 determined 2 [di'tə:mind] adj.决定了的；坚决的 v.决定；断定（determine的过去分词）

63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4 directed 2 [di'rektid, dai-] adj.定向的；经指导的；被控制的 v.指导；管理（dir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5 director 2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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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68 exposed 2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69 frequency 2 ['frikwənsi] n.频率；频繁

70 giordano 2 n.佐丹奴（公司名）；焦尔达诺（男子名）

71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72 Harris 2 ['hæris] n.哈里斯（英国苏格兰一地区）；哈里斯（姓氏）

73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74 hearing 2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75 house 2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76 illness 2 ['ilnis] n.病；疾病

77 injuries 2 ['ɪndʒəri] n. 伤害；损害

78 intelligence 2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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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81 mass 2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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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83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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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mysterious 2 [mi'stiəriəs] adj.神秘的；不可思议的；难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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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ychogenic 2 [,psaikəu'dʒenik] adj.精神性的，心理性的

87 ran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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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Robert 2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89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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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sound 2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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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tr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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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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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traumatic 2 adj.（心理）创伤的 adj.（生理）外伤的

96 Tuesday 2 ['tju:zdi; -dei] n.星期二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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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ve 2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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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wave 2 [weiv] vi.波动；起伏；挥手示意；摇动；呈波形 vt.卷（烫）发；向…挥手示意；使成波浪形 n.波动；波浪；高潮；挥手
示意；卷曲

101 waves 2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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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104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05 white 2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106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07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108 absolutely 1 ['æbsəlju:tli, ,æbsə'lju:tli] adv.绝对地；完全地

109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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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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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affected 1 [ə'fektid] adj.受到影响的；做作的；假装的 vt.影响；假装；使…感动（affec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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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
ed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115 angeles 1 ['ændʒələs] n.安杰利斯（姓氏）；天使城（菲律宾地名）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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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any 1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18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19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20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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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ustria 1 ['ɔstriə] n.奥地利

123 balance 1 ['bæləns] n.平衡；余额；匀称 vt.使平衡；结算；使相称 vi.保持平衡；相称；抵销 n.(Balance)人名；(西)巴兰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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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baloh 1 巴洛

125 bartholomew 1 [bɑ:'θɔləmju:] n.巴塞洛缪（男子名）

126 battlefield 1 ['bætlfi:ld] n.战场；沙场

127 beat 1 [bi:t] vt.打；打败 vi.打；打败；拍打；有节奏地舒张与收缩 n.拍子；敲击；有规律的一连串敲打 adj.筋疲力尽的；疲惫不
堪的 n.(Beat)人名；(德)贝亚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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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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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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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botany 1 ['bɔtəni] n.植物学；地区植物总称

132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133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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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36 carri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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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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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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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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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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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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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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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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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47 collins 1 ['kɔlinz] n.柯林斯（姓氏名）；柯林斯酒

148 compare 1 n.比较 vt.比拟，喻为；[语]构成 vi.相比，匹敌；比较，区别；比拟（常与to连用） n.(Compare)人名；(意)孔帕雷

149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150 continued 1 [kən'tinju:d] adj.继续的；持久的 v.继续；逗留；维持原状（continue的过去分词）

151 countries 1 ['kʌntrɪz] n. 国家 名词country的复数形式.

152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153 Cuba 1 ['kju:bə] n.古巴（拉丁美洲国家）

154 Cuban 1 ['kju:bən] n.古巴人 adj.古巴的；古巴人的

155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56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157 delay 1 [di'lei] vi.延期；耽搁 vt.延期；耽搁 n.延期；耽搁；被耽搁或推迟的时间 n.(Delay)人名；(英)迪莱；(法)德莱

158 delayed 1 [di'leid] adj.延时的；定时的 v.延迟（delay的过去式）

159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0 department 1 [di'pɑ:tmənt] n.部；部门；系；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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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63 disagreed 1 [ˌdɪsə'ɡriː ] v. 不同意；不一致；有分歧；不适应；不适宜

164 discoveries 1 [dɪ'skʌvəri] n. 发现；发现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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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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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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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elsewhere 1 [,els'hwεə] adv.在别处；到别处

169 emotional 1 [i'məuʃənəl] adj.情绪的；易激动的；感动人的

170 employees 1 [ˌemplɔɪ'iː ] n. 受雇者；雇工；雇员 名词employee的复数形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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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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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perience 1 [ik'spiəriəns] n.经验；经历；体验 vt.经验；经历；体验

174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175 explanation 1 [,eksplə'neiʃən] n.说明，解释；辩解

17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77 feel 1 ['fi:l] vt.感觉；认为；触摸；试探 vi.觉得；摸索 n.感觉；触摸

178 feeling 1 ['fi:liŋ] n.感觉，触觉；感情，情绪；同情 adj.有感觉的；有同情心的；富于感情的 v.感觉；认为（feel的现在分词）；
触摸

179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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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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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following 1 ['fɔləuiŋ] adj.下面的；其次的，接着的 n.下列事物；一批追随者 v.跟随；沿行（follow的ing形式）

183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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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86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87 Georgetown 1 ['dʒɔ:dʒtaun] n.乔治城（圭亚那首都）

188 Germany 1 ['dʒə:məni] n.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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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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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92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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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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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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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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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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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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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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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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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2 identifies 1 [aɪ'dentɪfaɪ] vt. 鉴定；识别，辨认出，认出；认明；把…看成一样 vi. 认同；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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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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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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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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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209 intense 1 [in'tens] adj.强烈的；紧张的；非常的；热情的

210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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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investigating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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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investigators 1 [ɪn'vestɪɡeɪtəz] 侦查人员

213 involve 1 [in'vɔlv] vt.包含；牵涉；使陷于；潜心于

214 involvement 1 n.参与；牵连；包含；混乱；财政困难

215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16 jen 1 [dʒen] n.珍（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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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July 1 [dʒʊˈlaɪ] n.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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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kamala 1 [kə'mɑ:lə, 'kʌmələ] n.粗糠柴；卡马拉；吕宋楸荚粉 n.(Kamala)人名；(印、毛里塔)卡玛拉(女名)，卡马拉

221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222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223 l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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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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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27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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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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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Los 1 [lɔ:s] abbr.视线（LineofSight）；月球轨道航天器（LunarOrbiterSpacecraft） n.(Los)人名；(匈)洛什；(俄、西、瑞典、塞、
英)洛斯

231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232 loud 1 [laud] adj.大声的，高声的；不断的；喧吵的 adv.大声地，高声地，响亮地 n.(Loud)人名；(英)劳德

233 Maine 1 [mein] n.缅因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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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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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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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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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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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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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242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243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44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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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47 noise 1 [nɔiz] n.[环境]噪音；响声；杂音 vt.谣传 vi.发出声音；大声议论 n.(Noise)人名；(英)诺伊斯

248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249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250 npr 1 abbr. 噪声功率比(=Noise Power Ratio) abbr. 原子核顺磁共振(=nuclear paramagnetic absorption) abbr. 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
(=national public radio)

251 number 1 ['nʌmbə] n.数；（杂志等的）期；号码；数字；算术 vi.计入；总数达到 vt.编号；计入；数…的数目；使为数有限

252 operated 1 ['ɒpəreɪtɪd] v. 操作；运动；运算；作战；见效；完成；开刀 动词ope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3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54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55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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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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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驱逐

257 outbreak 1 ['autbreik, ,aut'breik] n.（战争的）爆发；（疾病的）发作 vi.爆发

258 out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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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260 Pennsylvania 1 [,pensil'veinjə] n.宾夕法尼亚州（美国州名）

261 possibilities 1 英 [ˌpɒsə'bɪləti] 美 [ˌpɑːsə'bɪləti] n. 可能；可能性；可能的事情；潜在的价值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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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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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robable 1 ['prɔbəbl] adj.很可能的；可信的 n.很可能的事；大有希望的候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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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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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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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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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ulse 1 [pʌls] n.[电子]脉冲；脉搏 vt.使跳动 vi.跳动，脉跳

272 pulsed 1 [pʊlst] adj. 脉冲的；在脉冲工作状态中的 动词plu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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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75 real 1 ['riəl, ri:l] adj.实际的；真实的；实在的 adv.真正地；确实地 n.现实；实数 n.(Real)人名；(德、西、葡、法)雷亚尔；(英)里
尔

27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77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278 repair 1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279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280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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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royal 1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283 same 1 [seim] adj.相同的；同一的；上述的（通常与the连用）；无变化的 pron.同样的事物或人（通常与the连用） adv.同样地
（通常与the连用） n.(Same)人名；(意)萨梅

284 sciences 1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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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secretary 1 ['sekrətəri] n.秘书；书记；部长；大臣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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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senator 1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289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90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91 serving 1 ['sə:viŋ] n.服务；上菜；一份食物 v.服务（serve的ing形式） adj.用于上菜的 n.(Serving)人名；(瑞典)塞尔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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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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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295 sickness 1 ['siknis] n.疾病；呕吐；弊病

29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97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98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299 soldier 1 ['səuldʒə] n.军人；[昆]兵蚁；懒汉；一片烤面包 vi.当兵；磨洋工；坚持干；假称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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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ources 1 英 [sɔː s] 美 [sɔː rs] n. 来源；发源地；原始资料 v. 从...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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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2 spent 1 [spent] adj.耗尽了的；精疲力尽的 v.花费（spend的过去分词）；浪费；耗费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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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tationed 1 ['steɪʃn] n. 站；火车站；电视台；社会地位；牧羊场；驻地；岗位 v. 驻扎；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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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suffered 1 ['sʌfəd] v. 遭受，允许，宽恕（动词suff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7 sufferers 1 n.受害者，受难者( sufferer的名词复数 ); 患病者

308 suggesting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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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311 symptom 1 ['simptəm] n.[临床]症状；征兆

312 symptoms 1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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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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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316 there 1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17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18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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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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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tim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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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ool 1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323 traveling 1 ['trævəliŋ] adj.旅行（用）的；移动的 v.旅行（travel的现在分词形式） n.走步（等于walking）

324 tre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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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326 undergone 1 [ʌndə'gɔ:n] v.经历（undergo的过去分词）

327 unexplained 1 [ˌʌnɪk'spleɪnd] adj. 未得到解释的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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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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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331 Vietnam 1 n.越南（东南亚国家）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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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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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4 Washington 1 ['wɔʃiŋtən] n.华盛顿（美国州名，美国城市名，美国第一任总统，姓氏）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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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weapon 1 ['wepən] n.武器，兵器

337 wh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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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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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340 William 1 ['wiljəm] n.威廉（男子名）；钞票，纸币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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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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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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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worrying 1 ['wʌriiŋ, -'wə:-] adj.令人担心的；烦恼的 v.担心（worry的ing形式）

34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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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Zealand 1 ['zi:lənd] n.西兰岛（丹麦最大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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