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04 [Health and Lifestyle] Study of Cancer Genetics to Help
with Targeted Treatment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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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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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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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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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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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erson 1 ['ændəsn] n.安德森市（美国印第安纳州）；安德森（男子名）

8 andrew 1 ['ændru:] n.安德鲁（男子名）

9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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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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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rise 1 [ə'raiz] vi.出现；上升；起立 n.(Arise)人名；(西)阿里塞；(日)在濑(姓)

13 associated 1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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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6 because 2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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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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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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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21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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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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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ambridge 1 ['keimbridʒ] n.剑桥（英国城市）；坎布里奇（美国马萨诸塞州城市）

24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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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ncer 13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27 cancers 2 ['kænsəz] 肿瘤

28 care 2 [kεə] n.关怀；照料；谨慎；忧虑 vi.照顾；关心；喜爱；顾虑 vt.在意；希望或喜欢 n.(Care)人名；(英)凯尔；(塞)察蕾

29 carries 2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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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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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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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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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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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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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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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40 chemicals 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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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hort 2 ['kəuhɔ:t] n.一群；步兵大队；支持者；同生群

42 comm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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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omplete 3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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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confirm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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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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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ata 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48 destructive 1 [di'strʌktiv] adj.破坏的；毁灭性的；有害的，消极的

49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50 developing 1 [di'veləpiŋ] adj.发展中的 n.[摄]显影 v.发展（develop的ing形式）

51 develops 1 [dɪ'veləp] v. 发展；发育；开发；冲洗(照片)

5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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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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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56 divide 1 [di'vaid] vt.划分；除；分开；使产生分歧 vi.分开；意见分歧 n.[地理]分水岭，分水线

57 DNA 3 [,di:,en'ei] abbr.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美国）国防部核子局（DefenseNuclearAgency）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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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octors 6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60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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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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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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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ntire 1 [in'taiə] adj.全部的，整个的；全体的 n.(Entire)人名；(英)恩泰尔

65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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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68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69 extraordinary 1 adj.非凡的；特别的；离奇的；特派的

70 factor 1 ['fæktə] n.因素；要素；[物]因数；代理人 vi.做代理商 vt.把…作为因素计入；代理经营；把…分解成 n.(Factor)人名；(英)
法克特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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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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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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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orces 1 n.势力；武装力量（force的复数形式）；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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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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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full 2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78 genes 2 n. 基因（gene的复数形式）；格涅斯（人名）

79 genetic 5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80 genetics 1 [dʒi'netiks] n.遗传学

81 genome 3 ['dʒi:nəum] n.基因组；染色体组

82 genomes 1 [d'ʒənəmz] n. 整套基因排列

83 genomic 1 [dʒi:'nəumik] adj.基因组的；染色体的

84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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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give 1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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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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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89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90 guide 1 [gaid] n.指南；向导；入门书 vt.引导；带领；操纵 vi.担任向导 n.(Guide)人名；(法、葡)吉德

91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92 happens 2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93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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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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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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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98 hel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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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0 hereditary 1 [hi'reditəri] adj.遗传的；世袭的；世代相传的 n.遗传类

101 hopefully 1 ['həupfuli] adv.有希望地，有前途地

102 Houston 1 ['hju:stən] n.休斯顿（美国得克萨斯州港市）

103 human 3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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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improvements 1 [ɪmp'ruːvmənts] 改进

106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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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8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09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10 information 7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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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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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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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john 2 [dʒɔn] n.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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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118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19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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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21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22 Laura 1 ['lɔ:rə] n.劳拉（女子名）

123 leading 1 ['li:diŋ] adj.领导的；主要的 n.领导；铅板；行距 v.领导（lead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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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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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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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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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0 makeup 1 ['meikʌp] n.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131 map 1 [mæp] vt.映射；计划；绘制地图；确定基因在染色体中的位置 n.地图；示意图；染色体图 vi.基因被安置 n.(Map)人名；
(法)马普

132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33 md 1 abbr.总经理（ManagingDirector）；美国马里兰州（Maryland）；迷你光碟（minidisk）；医务部（MedicalDepartment）；
DOS命令：建立一个新的子目录；肌肉萎缩症（musculardystr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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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136 mo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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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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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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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mutation 4 [mju:'teiʃən] n.[遗]突变；变化；元音变化

140 mutational 1 adj.突变的

141 mutations 1 [mju 'ːteɪʃnz] 突变

142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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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nik 4 n.尼克（男子名）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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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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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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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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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of 2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50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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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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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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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organism 1 ['ɔ:gənizəm] n.有机体；生物体；微生物

155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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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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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par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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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patient 2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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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pattern 3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162 patterns 3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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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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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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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68 plants 1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169 precisely 1 [pri'saisli] adv.精确地；恰恰

170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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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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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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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process 1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174 program 1 ['prəugræm, -grəm] n.程序；计划；大纲 vt.用程序指令；为…制订计划；为…安排节目 vi.编程序；安排节目；设计电脑
程式

175 pro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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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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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questioned 1 ['kwestʃən] n. 问题；疑问 v. 询问；怀疑

179 radiation 1 n.辐射；放射物

180 rare 2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181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82 recruited 1 [rɪ'kru tː] v. 吸收(新成员)；征兵；招聘 n. 新成员；新兵

183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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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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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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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rest 1 [rest] vt.使休息，使轻松；把…寄托于 n.休息，静止；休息时间；剩余部分；支架 vi.休息；静止；依赖；安置 n.(Rest)人
名；(英、德、俄、捷、荷)雷斯特

189 running 1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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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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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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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sample 2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194 samples 3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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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97 seek 1 [si:k] vt.寻求；寻找；探索；搜索 vi.寻找；探索；搜索

198 sequencing 1 ['si:kwənsiŋ] n.[计]排序；[计]定序；排列程序 v.[计]定序（sequence的ing形式）；使按顺序排列

199 serena 1 [sə'reinə] n.塞丽娜（女子名）

200 service 1 ['sə:vis] n.服务，服侍；服役；仪式 adj.服务性的；耐用的；服现役的 vt.维修，检修；保养 n.(Service)人名；(英)瑟维斯

201 s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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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sets 1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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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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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ignatures 1 ['sɪgnətʃə] n. 签名；署名 名词signatu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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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moke 1 [sməuk] n.烟；抽烟；无常的事物 vi.冒烟，吸烟；抽烟；弥漫 vt.吸烟；抽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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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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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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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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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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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tatistical 1 [stə'tistikəl] adj.统计的；统计学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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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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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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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tudy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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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ubstance 2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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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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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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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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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ends 1 [tend] v. 趋向；易于；朝向 v. 照料；照管

225 tested 1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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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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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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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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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33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234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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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i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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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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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tobacco 1 [tə'bækəu] n.烟草，烟叶；烟草制品；抽烟

238 toward 1 [英 [tɔ:d, təʊrd, tə̍ wɔ:d] 美 [tɔrd, tord, təˈwɔrd]] prep.向；对于；为了；接近 adj.即将来到的，进行中的 n.(Toward)人名；
(英)特沃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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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ultraviolet 1 [,ʌltrə'vaiələt] adj.紫外的；紫外线的 n.紫外线辐射，紫外光

241 uncontrollably 1 [,ʌnkən'trəuləbli] adv.控制不住地

242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43 ungar 1 n. 昂加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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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us 1 pron.我们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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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48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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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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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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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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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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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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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56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257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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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59 within 1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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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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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zainal 4 扎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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