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3 [Health and Lifestyle] Study Shows British Patient Had
COVID-19 for 505 Day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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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covid 12 abbr.冠状病毒 (Corona Virus Diseas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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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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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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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virus 8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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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tud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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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ha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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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infection 6 [in'fekʃən] n.感染；传染；影响；传染病

14 patients 6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1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6 patient 5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17 persistent 5 [pə'sistənt, -'zis-] adj.固执的，坚持的；持久稳固的

18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9 days 4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20 h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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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long 4 n.长时间；[语]长音节；（服装的）长尺寸；长裤 adj.长的；过长的；做多头的；长时间的；冗长的，长音 vi.渴望；热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22 positive 4 ['pɔzətiv, -zi-] adj.积极的；[数]正的，[医][化学]阳性的；确定的，肯定的；实际的，真实的；绝对的 n.正数；[摄]正片

23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4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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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ell 4 [snel] n.系钩线 adj.精明的；敏捷的 n.(Snell)人名；(匈)什内尔；(英、德、芬、瑞典)斯内尔

26 tested 4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7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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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ho 4 pron.谁；什么人

29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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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se 3 [keis] n.情况；实例；箱 vt.包围；把…装于容器中 n.(Case)人名；(英)凯斯；(西)卡塞；(法)卡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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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is 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4 longest 3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35 ma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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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mutations 3 [mju 'ːteɪʃnz] 突变

37 nine 3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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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showed 3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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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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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2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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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44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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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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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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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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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50 believed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51 British 2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52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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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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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ases 2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56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57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8 cleared 2 [klɪəd] adj. 清除的 动词cl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59 code 2 [kəud] n.代码，密码；编码；法典 vt.编码；制成法典 vi.指定遗传密码 n.(Code)人名；(英、法、西)科德

60 diseases 2 [dɪ'ziː zɪz] 病害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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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gene 2 [dʒi:n] n.[遗]基因，遗传因子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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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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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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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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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68 lasted 2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9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0 mutate 2 [mju:'teit, 'mju:-] vi.变化，产生突变 vt.改变，使突变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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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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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ers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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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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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represents 2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76 rid 2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77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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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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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still 2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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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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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studied 2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82 susceptible 2 [sə'septəbl] adj.易受影响的；易感动的；容许…的 n.易得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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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85 treatment 2 ['tri:tmənt] n.治疗，疗法；处理；对待

86 variants 2 变体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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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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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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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92 again 1 adv.又，此外；再一次；再说；增加 n.（英、保）阿盖恩

93 all 1 [ɔ:l] adj.全部的 adv.全然地；越发 n.全部 pron.全部 n.(All)人名；(瑞典)阿尔；(英)奥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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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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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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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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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verage 1 n.平均；平均数；海损 adj.平均的；普通的；通常的 vt.算出…的平均数；将…平均分配；使…平衡 vi.平均为；呈中
间色

100 became 1 [bi'keim] v.变得（becom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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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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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blagdon 1 n. 布拉格登(在英国；西经 3º09' 北纬 50º5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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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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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cancer 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107 carry 1 ['kæri] vt.拿，扛；携带；支持；搬运 vi.能达到；被携带；被搬运 n.运载；[计]进位；射程 n.(Carry)人名；(英)卡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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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characteristic 1 [,kærəktə'ristik] adj.典型的；特有的；表示特性的 n.特征；特性；特色

110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11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112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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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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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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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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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120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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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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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documented 1 ['dɒkjʊməntɪd] adj. 备有证明文件的；有执照的 动词docume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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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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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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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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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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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32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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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min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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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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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137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38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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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genetic 1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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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got 1 [gɔt] v.得到，明白（ge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Got)人名；(法)戈；(西、匈、瑞典)戈特

143 harmed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44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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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147 HIV 1 [,eitʃai'vi:] abbr.艾滋病病毒（humanimmunodeficiencyvirus）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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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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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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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52 influenced 1 ['ɪnfluəns] v. 影响；感染；<美俚>在(饮料)中加烈酒 n. 影响力；影响；权势；势力；有影响的人(或事物)

153 instructions 1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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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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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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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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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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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61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62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3 luke 1 [lu:k] n.卢克（男子名）；路加（基督教早期信徒之一）；路加福音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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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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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indful 1 ['maindful] adj.留心的；记住的；警觉的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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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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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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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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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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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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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none 1 [nʌn] pron.没有人；一个也没有；没有任何东西 adj.没有的，一点没有的 adv.决不，一点也不 n.(None)人名；(葡、罗)诺
内；(日)野根(姓)

173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4 observed 1 [əb'zɜːvd] adj. 被观察的，被观测的 v. 观察，观测（动词observe的过去式,动词observe的过去分词）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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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77 ongoing 1 ['ɔn,gəuiŋ, 'ɔ:n-] adj.不间断的，进行的；前进的 n.前进；行为，举止

178 operations 1 n.运营；运作；业务操作（operation的复数）

179 organ 1 n.器官；机构；风琴；管风琴；嗓音；阴茎 n.（Organ）人名；（英）奥根

180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81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2 over 1 ['əuvə] adv.结束；越过；从头到尾 prep.越过；在…之上；遍于…之上 adj.结束的；上面的 vt.越过 n.(Over)人名；(俄、
西、土)奥韦尔

183 page 1 [peidʒ] n.页；记录；大事件，时期；男侍者 vt.给…标页码 vi.翻书页，浏览 n.(Page)人名；(西)帕赫；(英)佩奇；(意)帕
杰；(法)帕日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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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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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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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89 recover 1 [ri'kʌvə] vt.恢复；弥补；重新获得 vi.恢复；胜诉；重新得球 n.还原至预备姿势 n.(Recover)人名；(西)雷科韦尔

190 refused 1 [rɪ'fjuːz] v. 拒绝 n. 垃圾；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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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replacement 1 [ri'pleismənt] n.更换；复位；代替者；补充兵员

193 replicate 1 ['replikit, 'replikeit] vt.复制；折叠 vi.重复；折转 adj.复制的；折叠的 n.复制品；八音阶间隔的反覆音

194 replication 1 [,repli'keiʃən] n.复制；回答；反响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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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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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resear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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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19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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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ection 1 n.截面；部分；部门；地区；章节 vi.被切割成片；被分成部分 vt.把…分段；将…切片；对…进行划分

202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03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204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0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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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pecific 1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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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10 survived 1 英 [sə'vaɪv] 美 [sər'vaɪv] vt. 幸免于难；存活；艰难度过；比 ... 活得长 vi. 活着；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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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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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拉伯)塔勒

214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215 tests 1 [test] n. 考验；试验；测试 vt. 试验；测试；接受测验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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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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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19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2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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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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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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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us 1 pron.我们

226 variant 1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227 version 1 ['və:ʃən] n.版本；译文；倒转术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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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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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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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ant 1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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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weakened 1 ['wiː kən] v. 使 ... 弱，削弱； 变弱； 弄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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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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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238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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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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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4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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