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8-08 [Health and Lifestyle] South Korean Scientists Develop
Tattoo Health Device 词汇表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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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out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4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5 advanced 1 [əd'vɑ:nst, -'vænst] adj.先进的；高级的；晚期的；年老的 v.前进；增加；上涨（adva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6 alert 1 [ə'lə:t] vt.警告；使警觉，使意识到 adj.警惕的，警觉的；留心的 n.警戒，警惕；警报 n.(Alert)人名；(西)阿莱尔特
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9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0 anywhere 1 ['enihwεə] adv.在任何地方；无论何处 n.任何地方
11 applied 1 [ə'plaid] adj.应用的；实用的 v.应用；实施（apply的过去分词）；敷上
12 apply 1 [ə'plai] vt.申请；涂，敷；应用 vi.申请；涂，敷；适用；请求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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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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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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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后
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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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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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0 biocompatible 1 [,baiəukəm'pætəbl] adj.生物适合的；不会引起排斥的
21 biosensor 2 ['baiəu,sensə] n.[生理][生物]生物传感器，[生物]生物感应器
22 biosensors 1 [biːəʊ'sensəz] 生物传感器
23 bo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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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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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alled 1 [kɔː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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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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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的）食品罐头

carbon 3 ['kɑ:bən] n.[化学]碳；碳棒；复写纸 adj.碳的；碳处理的 n.(Carbon)人名；(西)卡尔翁；(法)卡尔邦；(英)卡本
28 chip 1 vt.削，凿；削成碎片 vi.剥落；碎裂 n.[电子]芯片；筹码；碎片；(食物的)小片;薄片
29 circuit 1 ['sə:kit] n.[电子]电路，回路；巡回；一圈；环道 vi.环行 vt.绕回…环行
30 combine 1 [kəm'bain] vt.使化合；使联合，使结合 vi.联合，结合；化合 n.联合收割机；联合企业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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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梅

comfortable 1 ['kʌmfətəbl] adj.舒适的，舒服的 n.盖被
33 communicate 1 vi.通讯，传达；相通；交流；感染 vt.传达；感染；显露
34 conduct 1 ['kɔndʌkt, kən'dʌkt] vi.导电；带领 vt.管理；引导；表现 n.进行；行为；实施
35 connect 1 [kə'nekt] vt.连接；联合；关连 vi.连接，连结；联合
36 connected 1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37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39 creating 1 [kri'ː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40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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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42 device 7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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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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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45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46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47 electrocardiogram 1 [i,lektrəu'kɑ:diəugræm] n.[内科]心电图
48 electronic 2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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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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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53 external 3 [ik'stə:nəl] adj.外部的；表面的；[药]外用的；外国的；外面的 n.外部；外观；外面
54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55 for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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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rth 1 [fɔ:θ] adv.向前，向外；自…以后 n.(Forth)人名；(德)福特；(英)福思
57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58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59 gallium 1 ['gæliəm] n.[化学]镓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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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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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63 heart 1 [hɑ:t] n.心脏；感情；勇气；心形；要点 vt.鼓励；铭记 vi.结心 n.(Heart)人名；(英)哈特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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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普
65

1 英 [həʊm] 美 [hoʊm] n. 家；家庭；收容所；栖息地；发源地 adv. 在家；回家；在国内；回国；正中目标 adj. 家用的；国
内的；总部的；（比赛）主场的 v. 提供住处；朝向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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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hurt 1 [hə:t] vt.使受伤；损害；使疼痛；使痛心 vi.感到疼痛；有坏处；带来痛苦 n.痛苦；危害；痛苦的原因 adj.受伤的；痛苦
66

的；受损的 n.(Hurt)人名；(德、匈、捷)胡特；(英)赫特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69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70 i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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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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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72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3 ink 6 [iŋk] vt.签署；涂墨水于 n.墨水，墨汁；油墨 n.(Ink)人名；(英)英克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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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integrate 1 ['intigreit, 'intigrit, -greit] vt.使…完整；使…成整体；求…的积分；表示…的总和 vi.求积分；取消隔离；成为一体 adj.整合
71

的；完全的 n.一体化；集成体

integrated 1 ['intigreitid] adj.综合的；完整的；互相协调的 v.整合；使…成整体（integrate的过去分词）
77 invasive 1 [in'veisiv] adj.侵略性的；攻击性的
78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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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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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john

1 [dʒɔn] n.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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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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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i 1 abbr.韩国会计研究院（KoreaAccountingInstitute）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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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Kim 1 [kim] n.金姆（人名）
85 Korea 1 [kə'riə] n.韩国；朝鲜
86 Korean 2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87 leader 1 ['li:də] n.领导者；首领；指挥者 n.(Leader)人名；(英)利德
88 learning 1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9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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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liquid 2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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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英)利文

located 2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94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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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96 metal 3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97 monitor 2 n.监视器；监听器；监控器；显示屏；班长 vt.监控
98 monitors 2 英 ['mɒnɪtə(r)] 美 ['mɑːnɪtər] v. 监视；监督；监听 n. 班长；监视器；监听员；[计算机]显示器
99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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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以)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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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nanotubes 2 ['nænətəbz] 纳米管
102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103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04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05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06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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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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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0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10 out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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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park 5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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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特；(泰)巴；(法)帕尔

particles 1 ['paːtɪklz] n.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
114 patient 1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115 patients 1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116 possible 2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17 problems 1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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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的

project 1 [英 [prəˈdʒe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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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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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泰、缅)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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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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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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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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researchers 1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2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27 rubbing 1 ['rʌbiŋ] n.摩擦；研磨；摹拓 v.摩擦；按摩；触痛（rub的ing形式）
128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129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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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拉伯)赛义德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31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132 screen 1 [skri:n] n.屏，幕；屏风 vt.筛；拍摄；放映；掩蔽 vi.拍电影 n.(Screen)人名；(英)斯克林
133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134 semiconductors 1 [semɪkən'dʌktəz] 半导体
135 send 2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136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137 signal 1 n.信号；暗号；导火线 vt.标志；用信号通知；表示 adj.显著的；作为信号的 vi.发信号 n.(Signal)人名；(瑞典)西格纳尔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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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silvery 1 ['silvəri] adj.银色的；清脆的；银铃一般的；似银的
140 skin 3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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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人名；(英)斯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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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oap 1 [səup] n.肥皂 vt.将肥皂涂在……上；对……拍马屁（俚语） vi.用肥皂擦洗
144 sof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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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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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outh 2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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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teve 1 [sti:v] n.史蒂夫（男子名）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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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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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tattoo 5 n.文身 vt.刺花纹于 vi.刺花样
152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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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后）；一…就（用于nosooner等之后） prep.比；超过 n.(Than)人名；(老、柬、德)坦；(缅)丹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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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the 1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56 thermometers 1 n. 温度计（thermometer的复数）
157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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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160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161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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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通话·威妥玛)

transmits 1 [træns'mɪt] vt. 传达；传染；传送；代代相传 vi. (以无线电或有线电的方式)发送信号
163 tubes 1 英 [tjuːb] 美 [tuːb] n. 管子；管状物；<英>地铁；电视；管状器官 v. 提供或装上管子
164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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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user 1 ['ju:zə] n.用户 n.使用者 n.(User)人名；(土)乌塞尔
167 users 1 ['juːzəs] n. 用户 名词user的复数形式.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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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170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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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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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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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74 wireless 1 ['waiəlis] adj.无线的；无线电的 n.无线电 vt.用无线电报与…联系；用无线电报发送 vi.打无线电报；打无线电话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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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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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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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Working)人名；(英)沃金
178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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