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01 [Health and Lifestyle] Cancer Patients' Own Cells Used
to Test Treatment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normal 1 [æb'nɔ:məl] adj.反常的，不规则的；变态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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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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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7 advances 1 [əd'vaː nsɪz] n. 接近；主动姿态（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 v. 前进，进展（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8 aggressive 1 [ə'gresiv] adj.侵略性的；好斗的；有进取心的；有闯劲的

9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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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4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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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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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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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sociation 1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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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viv 2 [ɑ:'viv] n.大自然的重生 n.(Aviv)人名；(俄)阿维夫

19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0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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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nny 1 n.安非他命药片（用作兴奋剂）；外套；笨蛋；Benny本尼（人名）

23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24 bioprinting 1 n.生物打印

25 bl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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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o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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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rain 4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28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29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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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ncer 5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32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33 cells 5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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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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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38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39 construction 1 [kən'strʌkʃən] n.建设；建筑物；解释；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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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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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cuts 1 [kʌts] n.切口；（分摊到的）份额；近路（cut的复数） v.剪（cut的第三人称单数）；[机]切割；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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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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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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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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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igital 1 ['didʒitəl] adj.数字的；手指的 n.数字；键

48 dimensional 1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49 diseased 1 [di'zi:zd] adj.不健全的；患病的；病态的 v.使生病；传染（disease的过去分词）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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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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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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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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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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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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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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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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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fitting 1 ['fitiŋ] n.装配，装置；试穿，试衣 adj.适合的，适宜的；相称的 n.(Fitting)人名；(英、德)菲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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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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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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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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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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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glioblastoma 3 ['glaiəu,blæs'təumə] n.恶性胶质瘤；成胶质细胞瘤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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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ebrew 1 ['hi:bru:] n.希伯来人，犹太人；希伯来语 adj.希伯来人的；希伯来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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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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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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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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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6 Israel 1 ['izreiəl] n.以色列（亚洲国家）；犹太人，以色列人

77 i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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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Jerusalem 1 n.耶路撒冷(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巴勒斯坦古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圣地〕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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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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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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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lowers 1 英 ['ləʊə] 美 ['loʊə] n. 皱眉；不悦 名词low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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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made 2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86 ma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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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making 1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88 ma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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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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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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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metabolic 2 [,metə'bɔlik,-kəl] adj.变化的；新陈代谢的

93 metabolism 1 [mi'tæbəlizəm, me-] n.[生理]新陈代谢

94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95 model 5 ['mɔdəl] n.模型；典型；模范；模特儿；样式 vt.模拟；塑造；模仿 vi.做模型；做模特儿 adj.模范的；作模型用的 n.
(Model)人名；(德、俄、英)莫德尔

96 models 3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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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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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neurological 1 [,njuərə'lɔdʒikəl] adj.神经病学的，神经学上的

100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01 object 1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102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3 ofra 1 奥芙拉

104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05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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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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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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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own 2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110 parts 3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11 patient 6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112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113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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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personalized 1 adj. 标出名字的 动词person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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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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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prediction 1 [pri'dikʃən] n.预报；预言

118 print 2 [print] n.印刷业；印花布；印刷字体；印章；印记 vt.印刷；打印；刊载；用印刷体写；在…印花样 vi.印刷；出版；用印
刷体写

119 printed 3 adj.印刷的；印花样的；已印好的 v.[印刷]印刷；出版（print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铭记

120 printing 3 ['printiŋ] n.印刷；印刷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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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promising 1 ['prɔmisiŋ]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v.许诺，答应（promise的现在分词形式）

123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124 pumped 2 [pʌmpt] adj.（肌肉由于过度运动）肿胀的；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腐心的 v.用泵送；汲取；使喘不过气来（pump的
过去分词）

125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2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27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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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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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remo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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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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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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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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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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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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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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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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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satchi 2 佐突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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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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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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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hand 1 n. 尚德

144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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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hrinks 1 [ʃrɪŋk] vi. 收缩；退缩；萎缩；畏惧，害怕 vt. 使收缩 n. 收缩；萎缩 n. 精神科医生

146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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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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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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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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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surgeons 1 ['sɜːdʒənz] n. 外科医生

153 surgery 2 ['sə:dʒəri] n.外科；外科手术；手术室；诊疗室

154 survival 1 [sə'vaivəl] n.幸存，残存；幸存者，残存物

155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56 tel 2 [tel] abbr.试验仪器清单（TestEquipmentList） n.(Tel)人名；(土)泰尔；(阿拉伯)塔勒

157 test 3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158 t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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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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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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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therapeutic 1 [,θerə'pju:tik] adj.治疗的；治疗学的；有益于健康的 n.治疗剂；治疗学家

163 therapies 1 ['θerəpi] n. 疗法；治疗

16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6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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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168 through 1 [θru:] prep.通过；穿过；凭借 adv.彻底；从头至尾 adj.直达的；过境的；完结的

169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170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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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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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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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treatment 5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173 treatments 2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174 tumor 13 ['tju:mə] n.肿瘤；肿块；赘生物

175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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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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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used 6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79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80 viable 2 ['vaiəbl] adj.可行的；能养活的；能生育的

181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2 Wednesday 1 ['wenzdi; -dei] n.星期三

183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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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who 1 pron.谁；什么人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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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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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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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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