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29 [Health and Lifestyle] Llama Antibodies Could Help in
Fight Against Coronaviru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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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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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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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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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bodies 9 ['æntɪ̩ bɒdɪz] n. 抗体；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

8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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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 llama 6 ['lɑ:mə] n.美洲驼；无峰驼 n.(Llama)人名；(西)利亚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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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4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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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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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ompan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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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8 hel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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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gainst 3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20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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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means 3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23 medical 3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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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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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vib 3 =Vertical Integration Building 垂直集装[装配]间

27 winter 3 ['wintə] n.冬季；年岁；萧条期 vi.过冬 adj.冬天的；越冬的 n.(Winter)人名；(英、德、匈、罗、捷、西、芬、瑞典、法)温
特

28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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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access 2 ['ækses, 'æksəs, æk'ses] vt.使用；存取；接近 n.进入；使用权；通路

30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31 Belgian 2 ['beldʒən] adj.比利时的 n.比利时人

32 conventional 2 [kən'venʃənəl] adj.符合习俗的，传统的；常见的；惯例的

33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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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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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fight 2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37 frequency 2 ['frikwənsi] n.频率；频繁

38 Ghent 2 [gent] n.根特（人名）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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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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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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immune 2 [i'mju:n] adj.免疫的；免于……的，免除的 n.免疫者；免除者

42 infections 2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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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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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john 2 [dʒɔn] n.厕所

46 near 2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47 neutralization 2 [,nju:trəlai'zeiʃən, li'z-] n.[化学]中和；[化学]中和作用；中立状态

48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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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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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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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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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pharmaceutical 2 [,fɑ:mə'sju:tikəl] adj.制药（学）的 n.药物

53 reach 2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54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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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56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57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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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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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sp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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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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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62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63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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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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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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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variant 2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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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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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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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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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73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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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76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77 antibody 1 ['ænti,bɔdi] n.[免疫]抗体

78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79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80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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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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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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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attach 1 [ə'tætʃ] vt.使依附；贴上；系上；使依恋 vi.附加；附属；伴随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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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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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88 bind 1 [baind] vi.结合；装订；有约束力；过紧 vt.绑；约束；装订；包扎；凝固 n.捆绑；困境；讨厌的事情；植物的藤蔓 n.(Bind)
人名；(德)宾德

89 binding 1 ['baindiŋ] n.装订；捆绑；粘合物 adj.有约束力的；捆绑的 v.捆绑（bind的ing形式） n.(Binding)人名；(德)宾丁

90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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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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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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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camel 1 ['kæməl] n.[畜牧][脊椎]骆驼；打捞浮筒；工作作风官僚 adj.驼色的；暗棕色的 vi.工作刻板平庸 n.(Camel)人名；(法)卡梅
尔；(阿拉伯)卡迈勒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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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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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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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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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hanger 1 ['tʃeindʒə] n.转换开关装置；改变者（change的名词形式）

100 characteristics 1 [ˌkærɪktə'rɪstɪk] n. 特性；特征；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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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clement 1 ['klemənt] adj.温和的；仁慈的

103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104 coronaviruses 1 n.冠状病毒

105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106 covid 1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107 curr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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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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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delta 1 ['deltə] n.（河流的）三角洲；德耳塔（希腊字母的第四个字） n.(Delta)人名；(英、罗、葡)德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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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12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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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dominique 1 [,dɔmi'ni:k] n.多米尼克（女子名）；[禽]多米尼加鸡

115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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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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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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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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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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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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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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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njoying 1 [end'ʒɔɪɪŋ] v. 享受，享有（动词enjoy的现在进行式）

124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25 envelope 1 ['envələup] n.信封，封皮；包膜；[天]包层；包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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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xpect 1 [ik'spekt] vt.期望；指望；认为；预料 vi.期待；预期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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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feeds 1 [fiː d] vt. 喂养；饲养；靠 ... 为生；向 ... 提供 vi. 吃饲料；进餐 n. 一餐；饲料；饲养

129 follows 1 ['fɒləʊz] n. 跟随；遵照 名词follow的复数形式.

130 france 1 [frɑ:ns] n.法国；法郎士（姓氏）

131 fur 1 [fə] n.皮，皮子；毛皮；软毛 n.水垢 vt.用毛皮覆盖；使穿毛皮服装 n.(Fur)人名；(法)菲尔；(瑞典)富尔

132 game 1 [geim] n.游戏；比赛 adj.勇敢的 vi.赌博 n.(Game)人名；(英)盖姆；(法)加姆；(西)加梅

133 genes 1 n. 基因（gene的复数形式）；格涅斯（人名）

134 Genk 1 n. 亨克(在比利时；东经 5º30' 北纬 50º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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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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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38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139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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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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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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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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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145 hospitals 1 ['hɒspɪtlz] 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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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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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infected 1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149 infectious 1 [in'fekʃəs] adj.传染的；传染性的；易传染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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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ki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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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lab 1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153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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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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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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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58 llamas 1 n. 利亚马斯（音译名）；【动】美洲驼，无峰驼；驼毛织物（名词llama的复数形式）

159 mammal 1 ['mæməl] n.[脊椎]哺乳动物

160 mammals 1 ['mæml] n.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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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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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ers 1 默斯

164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165 moment 1 n.片刻，瞬间，时刻；重要，契机 n.(Moment)人名；(英)莫门特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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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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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168 mutation 1 [mju:'teiʃən] n.[遗]突变；变化；元音变化

169 mutations 1 [mju 'ːteɪʃnz] 突变

170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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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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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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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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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176 ordinary 1 ['ɔ:dinəri, -neri-] adj.普通的；平凡的；平常的 n.普通；平常的人（或事）

17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78 paid 1 [peid] adj.付清的；已付的 vt.支付（p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付清

179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180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181 partnership 1 ['pɑ:tnəʃip] n.合伙；[经管]合伙企业；合作关系；合伙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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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84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85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186 playing 1 ['pleiiŋ] n.比赛；演奏 v.玩耍（play的ing形式）

18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88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89 private 1 adj.私人的，私有的；私立的；私营的 adj.私下的，不公开的，秘密的 adj.（场所）清静的；（人）不愿吐露心思
的，内向的 adj.无官职的 n.列兵；二等兵

190 produces 1 英 [prə'djuːs] 美 [prə'duːs] v. 生产；引起；提出；制片；分娩 n. 产品；农产品

191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192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193 protects 1 [prə'tekt] v. 保护；投保

194 protein 1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195 protrudes 1 英 [prə'truːd] 美 [proʊ'truːd] v. 突出；伸出

196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197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98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199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00 replace 1 [ri'pleis] vt.取代，代替；替换，更换；归还，偿还；把…放回原处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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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eproduce 1 [,ri:prə'dju:s] vt.复制；再生；生殖；使…在脑海中重现 vi.复制；繁殖

203 reproduced 1 英 [ˌriː prə'djuːs] 美 [ˌriː prə'duːs] v. 再生；复制；生殖

204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05 retirement 1 [ri'taiəmənt] n.退休，退役

20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7 rossignol 1 n.(Rossignol)人名；(英、法、西)罗西尼奥尔

208 sale 1 [seil] n.销售；出售；拍卖；销售额；廉价出售 n.(Sale)人名；(意、塞、瑞典)萨莱；(英、萨摩)塞尔；(法)萨尔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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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SARS 1 英 [sɑːz] 美 [sɑ rːz] abbr. 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211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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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伊；(匈、罗)绍伊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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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shand 1 n. 尚德

214 she 1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
话·威妥玛)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15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16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217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18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19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20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21 smaller 1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22 soon 1 [su:n] adv.快；不久，一会儿；立刻；宁愿

223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24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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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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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28 systems 1 [sistəms] n.系统（system的复数形式）；体制，体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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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argets 1 英 ['tɑːɡɪt] 美 ['tɑ rːɡɪt] n. 目标；对象；靶 vt. 把 ... 作为目标；瞄准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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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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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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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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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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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37 ucb 1 =Unit Control Block[计]单元控制部件

238 unusually 1 [ʌn'ju:ʒuəli] adv.非常；异乎寻常地；显著地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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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u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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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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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43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24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45 vaccines 1 疫苗程序

246 variants 1 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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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volunteers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249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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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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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eaker 1 [wiː kər] adj. 较弱的 形容词weak的比较级形式.

253 week 1 [wi:k] n.周，星期

254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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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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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hose 1 [hu:z] pron.谁的（疑问代词）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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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60 worldwide 1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261 Xavier 1 ['zeiviə; 'zæ-; 'zeivjə] n.泽维尔（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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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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