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3 [Health and Lifestyle] Study Cannot Confirm Many Lab
Results for Cancer Experimen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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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1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5 and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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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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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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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ancer 1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9 experiments 10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10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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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results 7 [rɪ'zʌlts] n. 结果

13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 i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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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project 6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16 researchers 6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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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repeat 5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19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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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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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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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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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producibility 4 [riprə,dju:sə'biliti] n.[自]再现性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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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scientists 4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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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ie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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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 work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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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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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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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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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a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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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did 3 [did] v.做（do的过去式）

38 findings 3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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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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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scientific 3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41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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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uppo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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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44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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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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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ago 2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48 amgen 2 阿目金(药厂名)

49 among 2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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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begley 2 n. 贝格利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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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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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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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nfirmation 2 [,kɔnfə'meiʃən] n.确认；证实；证明；批准

56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57 data 2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58 dr 2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59 dru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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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vans 2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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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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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5 helpful 2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66 hol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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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68 Jonathan 2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69 journal 2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70 lab 2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71 lauer 2 ['laʊər] 大型洗面器

72 maj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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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mice 2 [mais] n.老鼠（mouse的复数） n.(Mice)人名；(塞)米采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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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76 NIH 2 abbr. (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77 novel 2 ['nɔvəl] adj.新奇的；异常的 n.小说 n.(Novel)人名；(法、西、英)诺韦尔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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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original 2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80 originally 2 [ə'ridʒənəli] adv.最初，起初；本来

81 papers 2 ['peɪpəz] n. 文件；资料；证书 名词pap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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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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provocative 2 [prəu'vɔkətiv] adj.刺激的，挑拨的；气人的 n.刺激物，挑拨物；兴奋剂

84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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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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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ignificant 2 [sig'nifikənt] adj.重大的；有效的；有意义的；值得注意的；意味深长的 n.象征；有意义的事物

88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89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90 team 2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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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third 2 [θə:d] num.第三；三分之一 adj.第三的；三分之一的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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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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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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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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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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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cceptance 1 [ək'septəns] n.接纳；赞同；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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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101 advisor 1 [əd'vaizə] n.顾问；指导教师；劝告者

102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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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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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nswers 1 英 ['ɑːnsə(r)] 美 ['ænsər] v. 回答；答复；接电话 n. 答案；回答；答复

107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08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9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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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argument 1 ['ɑ:gjumənt] n.论证；论据；争吵；内容提要

112 attracted 1 [ə'trækt] v. 吸引；引来

113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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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16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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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119 bio 1 ['baiəu] n.个人简历，小传 n.(Bio)人名；(法、意、葡、土、刚(金)、塞拉)比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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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Brian 1 ['braiən] n.布莱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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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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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25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26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127 carla 1 ['kɑ:lə] n.卡拉（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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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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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130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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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ell 1 [sel] n.细胞；电池；蜂房的巢室；单人小室 vi.住在牢房或小室中 n.(Cell)人名；(英)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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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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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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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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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claim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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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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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colon 1 ['kəulən] n.[解剖]结肠；冒号（用于引语、说明、例证等之前）；科郎（哥斯达黎加货币单位）

140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141 community 1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142 concerning 1 [kən'sə:niŋ] prep.关于；就…而言 v.涉及；使关心（concern的ing形式）；忧虑

143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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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deputy 1 ['depjuti] n.代理人，代表 adj.副的；代理的

146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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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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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50 discussion 1 [dis'kʌʃən] n.讨论，议论

151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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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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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54 drugmaker 1 ['drʌg,meikə] n.制药者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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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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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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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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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engineered 1 ['endʒɪn'iərd] adj. 设计的；工程监督的 动词engine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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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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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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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166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67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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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fool 1 [fu:l] vi.欺骗；开玩笑；戏弄 n.傻瓜；愚人；受骗者 vt.欺骗，愚弄 adj.傻的

170 former 1 ['fɔ:mə] adj.从前的，前者的；前任的 n.模型，样板；起形成作用的人 n.(Former)人名；(法)福尔梅；(德、捷)福尔默

171 forward 1 ['fɔ:wəd] adj.向前的；早的；迅速的 adv.向前地；向将来 vt.促进；转寄；运送 n.前锋 n.(Forward)人名；(英)福沃德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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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74 further 1 ['fə:ðə] adv.进一步地；而且；更远地 adj.更远的；深一层的 vt.促进，助长；增进

175 Glenn 1 [glen] n.格伦（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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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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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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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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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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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Howard 1 ['hauəd] n.霍华德（男子名）

183 Hughes 1 [hju:z] n.休斯（人名）

184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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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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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influential 1 adj.有影响的；有势力的 n.有影响力的人物

188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189 Institutes 1 英 ['ɪnstɪtju tː] 美 ['ɪnstɪtu tː] n. 学院；学会；协会 vt. 开始；制定；创立

190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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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Johnson 1 ['dʒɔnsən] n.约翰逊（姓氏）

193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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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96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197 launched 1 [lɔː ntʃ] v. 发起；推出（新产品）；发射；使(船)下水 n. 发射；产品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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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limit 1 ['limit] n.限制；限度；界线 vt.限制；限定

200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201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02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203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204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05 magazine 1 n.杂志；弹药库；胶卷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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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marcia 1 ['mɑ:sjə] n.玛西亚（拉丁女战神）

208 McNutt 1 n. 麦克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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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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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213 mouse 1 [maus, mauz] n.鼠标；老鼠；胆小羞怯的人 vt.探出 vi.捕鼠；窥探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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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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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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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profit 1 adj.非盈利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

219 nosek 1 诺塞克

220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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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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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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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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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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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28 ourselves 1 [,auə'selvz, ,ɑ:-] pron.我们自己；我们亲自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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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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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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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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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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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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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prasad 1 n.(Prasad)人名；(印、尼、斐)普拉萨德

237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38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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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rostate 1 ['prɔsteit] adj.前列腺的 n.[解剖]前列腺

241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242 psychology 1 [psai'kɔlədʒi] n.心理学；心理状态

243 publications 1 [prblɪ'keɪans] n. 出版物 名词publica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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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46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247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48 receives 1 [rɪ'siː v] v. 接到；收到；接待

249 recreated 1 [ˌriː kri'eɪt] v. 再创造；使得到休养；得到消遣；休息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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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52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53 respect 1 [ri'spekt] n.尊敬，尊重；方面；敬意 vt.尊敬，尊重；遵守

254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55 sciences 1 科学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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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258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259 sharing 1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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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61 shrunk 1 [ʃrʌŋk] v.收缩（shrink的过去分词）

262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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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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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special 1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266 specially 1 ['speʃəli] adv.特别地；专门地

267 stomach 1 ['stʌmək] n.胃；腹部；胃口 vt.忍受；吃下 vi.忍受

268 strongest 1 英 [strɒŋɡɪst] 美 [strɔː ŋɡɪst] adj. 最强壮的 形容词strong的最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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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71 surprised 1 [sə'praizd] adj.感到惊讶的，出人意料的 v.使惊奇（surprise的过去分词形式）

272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73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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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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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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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ruth 1 [tru:θ] n.真理；事实；诚实；实质

279 tumor 1 ['tju:mə] n.肿瘤；肿块；赘生物

280 tumors 1 肿瘤

281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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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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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vinay 1 n. 维奈(在法国；东经 5º24' 北纬 45º12')

285 wasn 1 abbr. 无线、随意及感测网路研讨会（Workshop on Wireless Ad Hoc and Sensor Networks）

286 wasteful 1 ['weistful] adj.浪费的，不经济的；奢侈的

287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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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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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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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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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95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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