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5-3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Discover Compound
in Corals Shown to Fight Cance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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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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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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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gainst 2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7 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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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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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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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1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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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3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4 animals 4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5 anti 1 ['ænti, -tai] adj.反对的 n.反对者，反对论者 n.(Anti)人名；(意)安蒂；(阿拉伯)安提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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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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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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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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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tmospheric 1 [,ætməs'ferik,-kəl] adj.大气的，大气层的

21 attempted 1 [ə'tempt] v. 企图；尝试 n. 企图；试图

22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23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24 bacterial 1 [bæk'tiriəl] adj.[微]细菌的

25 barrier 1 ['bæriə] n.障碍物，屏障；界线 vt.把…关入栅栏 n.(Barrier)人名；(法)巴里耶

26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7 be 5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8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29 bedside 1 ['bedsaid] n.床边，床旁 adj.床旁的，枕边的

30 been 4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31 bench 2 [bentʃ] n.长凳；工作台；替补队员 vt.给…以席位；为…设置条凳 n.(Bench)人名；(英)本奇；(德)本希；(丹)本克

32 biology 2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33 bodies 1 英 ['bɒdi] 美 ['bɑːdi] n. 身体；主体；正文；主要部分；尸体；躯体；团体 v. 赋…以形体

34 bottom 1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35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3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37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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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b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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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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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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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ancer 8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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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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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car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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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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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mical 12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46 chemicals 2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47 chemistry 1 ['kemistri] n.化学；化学过程

48 close 1 [kləuz] adj.紧密的；亲密的；亲近的 vt.关；结束；使靠近 vi.关；结束；关闭 adv.紧密地 n.结束 n.(Close)人名；(西)克洛
塞；(英、法)克洛斯

49 coast 2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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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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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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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ompound 5 n.[化学]化合物；混合物；复合词 adj.复合的；混合的 v.合成；混合；恶化，加重；和解，妥协

55 compounds 3 英 ['kɒmpaʊnd] 美 ['kɑːmpaʊnd] n. 化合物；复合词；复合物 n. 院子(用围墙圈起来的场地） adj. 化合的；【语】（词语
等）复合的；【植】复合的；【动】群体的 vt. 混合；调合；使严重；私了；【经】以复利计算 vi. 妥协

56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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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59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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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coral 4 ['kɔ:rəl] n.珊瑚；珊瑚虫 adj.珊瑚的；珊瑚色的 n.(Coral)人名；(英、法、西、葡)科拉尔

62 corals 10 珊瑚

63 could 5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4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5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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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defenses 1 [dɪ'fens] n. 防卫；防卫物；辩护 vt. 防守

68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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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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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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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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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difficulty 1 ['difikəlti] n.困难，困境

75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76 discovered 3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77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78 disease 1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9 DNA 4 [,di:,en'ei] abbr.脱氧核糖核酸（deoxyribonucleicacid）；（美国）国防部核子局（DefenseNuclearAgency）

80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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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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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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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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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drugs 3 [drʌgz] n. 毒品 名词dru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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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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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89 effective 3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9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91 efforts 2 ['efəts]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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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ric 1 埃里克（人名）

94 example 1 [ig'zɑ:mpl] n.例子；榜样 vt.作为…的例子；为…做出榜样 vi.举例

95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96 experiments 1 [ɪk'sperɪmənt] n. 试验；实验；尝试 vi. 尝试；做实验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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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fight 1 [fait] vi.打架；与…打仗，与…斗争；反对…提案 n.打架；战斗，斗志

99 fighting 1 ['faitiŋ] adj.战斗的；好战的；适于格斗的 n.战斗，搏斗 v.奋斗（fight的ing形式）；打仗；与…进行拳击

100 finally 1 ['fainəli] adv.最后；终于；决定性地

101 fin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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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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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Florida 2 ['flɔridə] n.佛罗里达（美国东南部的州）

10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06 for 1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7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108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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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gathering 1 ['gæðəriŋ] n.聚集；集会；收款 v.聚集（gather的ing形式）

111 genetic 4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112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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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115 growth 2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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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hand 1 [hænd] n.手，手艺；帮助；指针；插手 vt.传递，交给；支持；搀扶 n.(Hand)人名；(英、瑞典)汉德

118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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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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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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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alth 3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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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125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26 hopes 1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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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unts 1 [hʌnts] n.狩猎，追捕（hunt的复数形式） v.狩猎，搜索（hunt的三单形式）

129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130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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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in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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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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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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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5 inside 2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136 instructions 4 n.指令；说明（instruction的复数形式）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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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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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40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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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42 kills 1 [kɪl] v. 杀死；终止；消灭；使痛苦；消磨；使精疲力竭 n. 杀；猎获物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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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45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146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47 laboratory 2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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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50 lea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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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15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3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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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liv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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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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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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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15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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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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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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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163 manufacture 1 [,mænju'fæktʃə] n.制造；产品；制造业 vt.制造；加工；捏造 vi.制造

164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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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medicinal 1 [me'disinəl] adj.药的；药用的；治疗的（等于medicinable）；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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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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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microorganisms 1 [mɪk'rɔː ɡənɪzəmz] 微生物

170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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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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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73 natural 1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174 nature 2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75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76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77 necessary 2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178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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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181 noaa 3 ['nəuə] abbr.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局（NationalOceanicandAtmosphericAdministration）

182 not 4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3 ocean 2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84 oceanic 1 ['əuʃi'ænik] adj.海洋的；海洋产出的；在海洋中生活的；广阔无垠的

185 of 2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86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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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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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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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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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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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rganisms 5 有机体

193 other 6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9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5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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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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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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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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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200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201 pink 1 [piŋk] n.粉红色；化身，典范；石竹花；头面人物 vt.扎，刺，戳；使…变粉红色；使…面红耳赤 vi.变粉红色 adj.粉红
的；比较激进的；石竹科的；脸色发红的 n.(Pink)人名；(英、德、匈)平克；(法)潘克

202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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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la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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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06 possible 4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207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08 predator 1 ['predətə] n.[动]捕食者；[动]食肉动物；掠夺者

209 predators 1 [p'redətəz] 食虫动物

210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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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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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produce 2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13 produced 3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14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5 production 2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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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promise 1 ['prɔmis] n.许诺，允诺；希望 vt.允诺，许诺；给人以…的指望或希望 vi.许诺；有指望，有前途

218 properties 1 [p'rɒpətɪz] n. 道具；属性；性能；资产；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

219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20 proteins 1 [p'rəʊtiː nz] 蛋白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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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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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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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25 reducing 1 英 [rɪ'djuːsɪŋ] 美 [rɪ'duːsɪŋ] n. 减低；还原；减肥 动词re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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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repor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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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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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searcher 2 [ri:'sə:tʃə] n.研究员

230 researchers 5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3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32 RNA 1 [,a:r en 'ei] abbr.核糖核酸（RibonucleicAcid）；浪漫派小说家协会（RomanticNovelists'Association）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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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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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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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chmidt 1 n.施密特（姓氏）

237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238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39 scientists 6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40 sea 4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41 searching 2 ['sə:tʃiŋ] adj.搜索的；透彻的 n.搜索 v.搜索（search的ing形式）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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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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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hown 1 ['ʃəun] v.解释（show的过去分词）；给予；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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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48 since 1 [sins] conj.因为；由于；既然；自…以来；自…以后 prep.自…以来；自…以后 adv.后来

249 slow 1 [sləu] adj.慢的；减速的；迟钝的 vi.变慢；变萧条 vt.放慢；阻碍 adv.慢慢地；迟缓地 n.(Slow)人名；(英)斯洛

250 small 1 [smɔ:l] adj.少的，小的；微弱的；几乎没有的；不重要的；幼小的 adv.小小地；卑鄙地 n.小件物品；矮小的人 n.(Small)
人名；(英)斯莫尔

251 snakes 1 [脊椎]

252 soft 6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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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sought 1 [sɔ:t] v.寻找（see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55 species 2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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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spiders 1 [s'paɪdəz] 蜘蛛

257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258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259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260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61 steps 1 n. 太阳热离子电源系统（=Solar Thermionic Electrical Power System ）；台阶，步骤（名词step的复数形式）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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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structures 1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64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65 studies 3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66 stud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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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268 substance 3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69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270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71 suggested 2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2 symbiotic 3 [simbi'ɔtik, -bai-] adj.[生态]共生的；共栖的

273 table 1 ['teibl] n.桌子；表格；平地层 vt.制表；搁置；嵌合 adj.桌子的 n.(Table)人名；(罗)塔布莱

274 team 6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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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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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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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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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the 5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81 thei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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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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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themselves 1 [ðəm'selvz, ðem-] pron.他们自己；他们亲自

284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285 theory 1 ['θiəri, 'θi:ə-] n.理论；原理；学说；推测

286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87 they 6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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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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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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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those 2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292 threaten 1 ['θretən] vt.威胁；恐吓；预示 vi.威胁；可能来临

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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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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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to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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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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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treating 1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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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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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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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university 4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302 unsuccessful 1 [,ʌnsək'sesful] adj.不成功的；失败的

303 us 1 pron.我们

304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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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5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06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307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08 Utah 4 ['ju:tɑ:] n.美国犹他州

309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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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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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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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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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ere 6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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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whether 3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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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8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319 widespread 2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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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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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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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324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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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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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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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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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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