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21 [Health and Lifestyle] New Studies on Omicron_ Variant
Multiplies at Slower Rate in Lung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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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e 1 [eis] n.幺点；直接得分的发球；佼佼者；（俚）最好的朋友 adj.一流的，突出的 vt.以发球赢一分；击败 int.太棒了；太好了
n.(Ace)人名；(英)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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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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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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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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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ents 1 n.媒介；[法][贸易]代理人；药剂（agent的复数）

8 ahead 1 adj.向前；在前的；领先 adv.向前地；领先地；在（某人或某事物的）前面；预先；在将来，为未来

9 air 1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10 airway 1 ['εəwei] n.导气管；空中航线；通风孔

11 airways 1 英 ['eəweɪz] 美 ['eə̩ weɪz] n. 航空公司；导气管 名词airway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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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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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6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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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ntibodies 4 ['æntɪ̩ bɒdɪz] n. 抗体；免疫体 名词antibody的复数形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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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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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sia 1 ['eiʃə] n.亚洲

24 asymptomatic 6 [,eisimptə'mætik] adj.无症状的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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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ttaches 1 [ə'tætʃ] v. 附上；系上；贴上；使依附；使附属；使附着

27 attack 2 [ə'tæk] n.攻击；抨击；疾病发作 vt.攻击；抨击；动手干 vi.攻击；腐蚀 n.(Attack)人名；(瑞典)阿塔克

28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29 ball 3 [bɔ:l] n.球；舞会 vi.成团块 vt.捏成球形 n.(Ball)人名；(土)巴勒；(英、西)鲍尔；(法、德、俄、罗、捷)巴尔

30 be 6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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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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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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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b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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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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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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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0 carrier 1 ['kæriə] n.[化学]载体；运送者；带菌者；货架 n.(Carrier)人名；(英)卡里尔；(法)卡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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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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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uses 2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44 c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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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ells 2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46 cellular 1 ['seljulə] adj.细胞的；多孔的；由细胞组成的 n.移动电话；单元

47 chan 3 [tʃæn] n.通道（槽，沟） n.(Chan)人名；(法)尚；(缅)钱；(柬、老、泰)占

48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49 check 1 vt.检查，核对；制止，抑制；在…上打勾 vi.核实，查核；中止；打勾；[象棋]将一军 n.<美>支票；制止，抑制；检
验，核对 n.（英）切克（人名）

50 checked 1 [tʃekt] adj.选中的；格子花纹的 v.检查（chec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1 Chi 1 [kai] n.希腊文第二十二个字母 n.(Chi)人名；(德)希；(柬)齐；(日)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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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lasses 1 [kla:siz] n.级别，阶级（class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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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mmunities 1 [kə'mjuːnəti] n. 社区；社会；公众；共同体；团体；共享；共有；[生]群落

56 community 2 [kə'mju:niti] n.社区；[生态]群落；共同体；团体

57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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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onfirm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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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61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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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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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ov 2 (=coefficient of variance) 变异系数

65 covid 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66 cruise 1 [kru:z] vi.巡航，巡游；漫游 vt.巡航，巡游；漫游 n.巡航，巡游；乘船游览 n.(Cruise)人名；(德)克鲁伊泽；(英)克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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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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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70 defense 1 [di'fens] n.防卫，防护；防御措施；防守 vt.谋划抵御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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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escribes 1 [dɪ'skraɪb] vt. 描述；说成；形容；画(尤指几何图形)

73 description 1 [di'skripʃən] n.描述，描写；类型；说明书

74 designing 1 [di'zainiŋ] adj.有计划的；狡猾的 n.设计；阴谋 v.计划；企图（design的现在分词）

75 determined 1 [di'tə:mind] adj.决定了的；坚决的 v.决定；断定（determine的过去分词）

76 difference 1 n.差异；不同；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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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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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disease 3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80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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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arlier 2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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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ffective 1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85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86 eliminate 1 [i'limineit] vt.消除；排除

87 enable 1 [i'neibl] vt.使能够，使成为可能；授予权利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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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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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escape 1 vt.逃避，避开，避免；被忘掉；被忽视 vi.逃脱；避开；溜走；（气体，液体等）漏出；（未受伤或只受了一点伤害
而）逃脱；声音（不自觉地）由…发出 n.逃跑；逃亡；逃走；逃跑工具或方法；野生种；泄漏

90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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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93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94 examined 3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5 experts 3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6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97 fall 1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98 faster 2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99 final 1 ['fainl] adj.最终的；决定性的；不可更改的 n.决赛；期末考试；当日报纸的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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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football 2 ['fut,bɔ:l] n.足球，橄榄球 vi.踢足球；打橄榄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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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force 1 [fɔ:s] n.力量；武力；军队；魄力 vt.促使，推动；强迫；强加 n.(Force)人名；(意)福尔切；(英、法)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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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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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from 7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07 fur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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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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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111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12 grabs 1 [græbs] n. 抓住；链钩 名词grab的复数形式.

113 greatly 1 ['greitli] adv.很，大大地；非常

114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115 group 3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16 grouped 2 [gruːpt] n. 分组的；分类的 动词grou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7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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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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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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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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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123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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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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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highlights 1 ['haɪlaɪts] n. 要闻；最亮区 名词highlight的复数形式.

127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28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29 Hong 1 [hɔŋ] n.（中国、日本的）行，商行 n.(Hong)人名；(中)洪(普通话·威妥玛)；(泰)鸿；(柬)洪

130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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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hospitalized 1 英 ['hɒspɪtəlaɪz] 美 ['hɑːspɪtəlaɪz] vt. 就医；使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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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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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136 immune 1 [i'mju:n] adj.免疫的；免于……的，免除的 n.免疫者；免除者

137 immunity 1 [i'mju:nəti] n.免疫力；豁免权；免除

138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139 i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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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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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increase 1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143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44 infected 7 [in'fektid] adj.被感染的 v.传染（infect的过去分词）

145 infecting 1 [ɪn'fekt] vt. 传染；感染

146 infection 2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47 infections 7 [ɪn'fekʃnz] n. 感染 名词infect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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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inflammation 2 [,inflə'meiʃən] n.[病理]炎症；[医]发炎；燃烧；发火

15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51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52 int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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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154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5 isolating 1 ['aisəleitiŋ] adj.孤立的；绝缘的 v.使隔离；使绝缘（isolate的ing形式）

156 issued 1 ['ɪʃu ]ː n. 议题；问题；期刊号；一次发行额；发行；<律>子女 v. 发表；公布；正式发给；发行；流出

157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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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9 itself 2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60 jama 1 ['dʒɑːmə] n. <口>睡衣裤

161 jersey 1 ['dʒə:zi] n.运动衫，毛线衫 n.(Jersey)人名；(英)泽西；(德)耶尔赛

162 john 2 [dʒɔn] n.厕所

163 Joseph 1 ['dʒəuzif] n.约瑟夫（男子名）；约瑟（圣经中雅各的第十一子）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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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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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Kong 1 [kɔŋ] n.钢；含锡砾石下的无矿基岩 n.(Kong)人名；(泰)空；(老、柬)贡

167 lapid 1 lapidary 宝石商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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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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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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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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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ess 2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73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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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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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76 line 1 [lain] n.路线，航线；排；绳 vt.排成一行；划线于；以线条标示；使…起皱纹 vi.排队；站成一排 n.(Line)人名；(英)莱恩；
(俄)利涅

177 Liu 1 n.刘（中国姓氏）；线路接口单元 n.(Liu)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刘；(罗)利乌

178 lubin 2 n. 卢宾

179 lung 1 [lʌŋ] n.肺；呼吸器 n.(Lung)人名；(越)珑；(罗、塞、匈、瑞典、德)伦格

180 lungs 2 ['lʌŋz] n. 肺 lung的复数.

181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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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anagement 1 ['mænidʒmənt] n.管理；管理人员；管理部门；操纵；经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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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mathematical 1 [,mæθi'mætikəl] adj.数学的，数学上的；精确的

185 may 5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86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87 mechanism 1 ['mekənizəm] n.机制；原理，途径；进程；机械装置；技巧

188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89 migh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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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min 1 分钟(minute)

191 mode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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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modeled 1 ['mɒdld] adj. 形成模式的 动词mod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3 models 1 ['mɒdlz] n. 模范；模特儿；模型（名词mode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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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mo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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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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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much 1 [mʌtʃ] adv.非常，很 adj.大量的 n.许多，大量 pron.许多，大量 n.(Much)人名；(德)穆赫；(英)马奇

198 multiplies 3 ['mʌltɪplaɪz] [ multiplying ]的第三人称单数

199 multiply 2 ['mʌltiplai] vt.乘；使增加；使繁殖；使相乘 vi.乘；繁殖；增加 adv.多样地；复合地 adj.多层的；多样的

200 nancy 1 ['nænsi] adj.女性化的；同性恋的 n.女性化的男人

201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02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203 network 1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204 new 3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05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06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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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208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09 note 1 [nəut] n.笔记；音符；票据；注解；纸币；便笺；照会；调子 vt.注意；记录；注解 n.(Note)人名；(英)诺特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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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numerous 1 ['nju:mərəs] adj.许多的，很多的

212 nursing 1 ['nə:siŋ] n.护理；看护；养育 v.看护；养育（nurse的ing形式）

213 occurring 1 [ə'kə:riŋ] n.事件；事故；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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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216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217 omicron 12 n.希腊字母第15字

218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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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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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online 1 adj.联机的；在线的 adv.在线地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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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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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opposing 1 英 [ə'pəʊzɪŋ] 美 [ə'poʊzɪŋ] adj. 反作用的；反向的；相反的；对立的 动词oppose的现在分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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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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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8 outsi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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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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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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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partially 1 ['pa:ʃəli] adv.部分地；偏袒地

232 particularly 1 [pə'tikjuləli] adv.特别地，独特地；详细地，具体地；明确地，细致地

233 passages 1 ['pæsɪdʒ] n. 通过；通道；走廊；(文章等的)段落；(时间的)消逝

234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35 pathogenic 2 [,pæθə'dʒenik] adj.致病的；病原的；发病的（等于pathogen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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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Peking 1 ['pi:'kiŋ] n.北京的旧称，现在称Beijing

238 people 5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39 percen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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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percentage 2 [pə'sentidʒ] n.百分比；百分率，百分数

241 person 3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242 places 1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43 player 2 n.运动员，比赛者；游戏者，做游戏的人；演奏者，表演者；演员；播放器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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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osted 1 英 ['pəʊstɪd] 美 ['poʊstɪd] adj. 有职位的；消息灵通的；发布的 动词po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6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247 predictions 1 [prɪ'dɪkʃnz] 预言

248 pregnant 1 ['pregnənt] adj.怀孕的；富有意义的

249 presented 1 ['preznt] n. 礼物；现在 adj. 出席的；现在的；当前的；存在的 v. 提出；赠送；呈现

250 protein 2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251 publication 2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252 put 1 [put] vt.放；表达；移动；安置；赋予 vi.出发；击；航行；发芽 n.掷；笨蛋；投击；怪人 adj.固定不动的 n.(Put)人名；
(泰、缅)布

253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54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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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57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8 release 1 [ri'li:s] vt.释放；发射；让与；允许发表 n.释放；发布；让与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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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peat 1 [ri'pi:t] vt.重复；复制；背诵 n.重复；副本 vi.重做；重复发生

261 replication 2 [,repli'keiʃən] n.复制；回答；反响

262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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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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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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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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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residents 1 ['rezɪdənts] 居民

267 response 4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68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69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70 rugby 1 ['rʌgbi] n.英式橄榄球；拉格比（英格兰中部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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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rutgers 1 n.罗格斯大学

273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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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275 SARS 2 英 [sɑːz] 美 [sɑ rːz] abbr. 非典型肺炎(=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276 serves 1 英 [sɜːv] 美 [sɜ rːv] v. 服务；侍候；担任；可作 ... 用；度过；对待 n. 发球

277 severe 2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78 severity 1 [si'veriti] n.严重；严格；猛烈

279 shand 1 n. 尚德

280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81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82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83 showing 1 ['ʃəuiŋ] n.放映；表演；陈列 v.展示（show的ing形式）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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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86 slower 2 英 [sləʊər] 美 [sloʊər] adj. 慢一点 形容词slow的比较级.

287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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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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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291 speed 1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292 sp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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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pre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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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staff 1 [stɑ:f, stæf] n.职员；参谋；棒；支撑 adj.职员的；行政工作的 vt.供给人员；给…配备职员 vi.雇用工作人员 n.(Staff)人名；
(德、匈)施塔夫；(瑞典、英)斯塔夫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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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97 studies 5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98 stud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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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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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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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urface 2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302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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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305 tackle 2 ['tækl] n.滑车；装备；用具；扭倒 vt.处理；抓住；固定；与…交涉 vi.扭倒；拦截抢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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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team 3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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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8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309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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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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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the 36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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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314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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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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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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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319 threat 1 [θret] n.威胁，恐吓；凶兆

320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321 tightly 1 ['taitli] adv.紧紧地；坚固地

322 ti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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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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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tissues 2 n. 组织；手巾 名词tissue的复数形式.

325 to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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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327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328 tracing 1 ['treisiŋ] n.追踪；追查；描摹；摹图；显迹 v.追踪（trace的ing形式）

329 travelers 1 [t'rævlərz] 旅游者

330 treatments 1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331 try 1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332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333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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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under 2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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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7 unknowingly 1 [ʌn'nəuiŋli] adv.不知不觉地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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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340 vaccines 1 疫苗程序

341 variant 5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342 variants 1 变体

343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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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virus 7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345 wai 1 n. 瓦伊(在印度；东经 73º57' 北纬 17º57')

346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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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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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website 1 ['websaɪt] n. 网站

350 week 3 [wi:k] n.周，星期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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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2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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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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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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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ho 3 pron.谁；什么人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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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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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ithstands 1 [wɪð'stænd] vt. 对抗；经得起；承受

359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60 word 1 [wə:d] n.[语]单词；话语；消息；诺言；命令 vt.用言辞表达 n.(Word)人名；(英)沃德

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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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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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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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366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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