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8-25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I Method Developed to
Identify Parkinson's Diseas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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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disease 18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5 and 17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6 parkinson 14 ['pa:kinsən] n.帕金森（姓氏）；帕金森（全名詹姆士•帕金森，英国医生，帕金森症即以他的姓氏命名）

7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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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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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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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breathing 8 ['bri:ðiŋ] n.呼吸；瞬间；微风 adj.呼吸的；逼真的 v.呼吸（breathe的现在分词）

12 ca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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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ystem 8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4 thi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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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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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researchers 7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7 ai 6 [ai] abbr.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 n.(Ai)人名；(中)艾(普通话·威妥玛)；(日)爱(名)

18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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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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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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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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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3 bod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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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ain 4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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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omputer 4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27 data 4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28 early 4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29 health 4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30 identif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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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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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ethod 4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33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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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6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7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8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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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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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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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41 comment 3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42 developed 3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43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44 intelligence 3 n.智力；情报工作；情报机关；理解力；才智，智慧；天分

45 its 3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46 katabi 3 卡塔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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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mit 3 [mit] abbr.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制造完整性试验（ManufacturingIntegrityTest）；主指令
带，主程序带，主控带（MasterInstructionTape） n.(Mit)人名；(柬)米；(泰)密

49 movements 3 ['muːvmənts] n. 动作

50 network 3 ['netwə:k] n.网络；广播网；网状物

51 neural 3 ['njuərəl] adj.神经的；神经系统的；背的；神经中枢的 n.(Neural)人名；(捷)诺伊拉尔

52 patients 3 ['peɪʃənts] n. 病人 名词pati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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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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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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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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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sleep 3 [sli:p] vi.睡，睡觉 n.睡眠 n.(Sleep)人名；(英)斯利普

58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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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60 ability 2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61 act 2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62 algorithm 2 ['ælgəriðəm] n.[计][数]算法，运算法则

63 algorithms 2 ['ælɡərɪðəm] n. 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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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American 2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66 appear 2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67 artificial 2 [,ɑ:ti'fiʃəl] adj.人造的；仿造的；虚伪的；非原产地的；武断的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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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70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71 cognition 2 [kɔg'niʃən] n.认识；知识；认识能力

72 connected 2 [kə'nektid] adj.[计]连接的；有联系的；连贯的 v.连接（connect的过去式）

73 detecting 2 [dɪ'tektɪŋ] n. 探测；检定；检波 动词detect的现在分词形式.

74 development 2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5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76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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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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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9 hospitals 2 ['hɒspɪtlz] 医院

80 human 2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81 included 2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2 individuals 2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83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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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5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86 measure 2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87 medicine 2 ['medisin] n.药；医学；内科；巫术 vt.用药物治疗；给…用药

88 mental 2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89 methods 2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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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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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neurological 2 [,njuərə'lɔdʒikəl] adj.神经病学的，神经学上的

93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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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past 2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96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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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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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potential 2 [pəu'tenʃəl] n.潜能；可能性；[电]电势 adj.潜在的；可能的；势的

99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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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repor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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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02 signals 2 ['sɪɡnəl] n. 信号；标志 v. (发信号)通知、表示 adj. 显著的

103 signs 2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104 symptoms 2 ['sɪmptəmz] n. 症候 名词sympto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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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tested 2 ['testid] adj.经受过考验的；经验定的 v.考验（test的过去分词）；测验

107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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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09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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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ool 2 [tu:l] n.工具，用具；器械，机床；手段 vi.使用工具；用机床装备工厂 vt.用工具给……加工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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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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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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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wh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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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116 wor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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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works 2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118 worldwide 2 ['wə:ld,waid] adj.全世界的 adv.在世界各地

11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20 abilities 1 [ə'bɪləti] n. 能力；才能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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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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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account 1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124 accuracy 1 ['ækjurəsi] n.[数]精确度，准确性

125 accurate 1 ['ækjurət] adj.精确的

126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127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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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affect 1 [ə'fekt, 'æfekt] vt.影响；感染；感动；假装 vi.倾向；喜欢 n.情感；引起感情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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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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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133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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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36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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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39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40 c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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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caregivers 1 ['keəɡɪvəz] 照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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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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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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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46 chance 1 [tʃɑ:ns, tʃæns] n.机会，际遇；运气，侥幸；可能性 vt.偶然发生；冒……的险 vi.碰巧；偶然被发现 n.(Chance)人名；(英)
钱斯

147 collected 1 [kə'lektid] adj.镇定的；收集成的 v.收集；聚集（collect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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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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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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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153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154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155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56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157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158 correct 1 [kə'rekt] vt.改正；告诫 vi.调整；纠正错误 adj.正确的；恰当的；端正的

159 costly 1 ['kɔstli] adj.昂贵的；代价高的 n.(Costly)人名；(英)科斯特利

160 currently 1 ['kʌrəntli] adv.当前；一般地

161 dealing 1 ['di:liŋ] n.交易；行为

162 describing 1 [dɪsk'raɪbɪŋ] n. 描述物品 动词describe的现在分词.

163 detect 1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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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devices 1 [dɪ'vaɪsɪz] n. 设备

166 difficulties 1 ['dɪfɪkəlti] n. 困难；争议；麻烦

167 dina 1 ['di:nə] n.[军][电子]第纳干扰器 n.(Dina)人名；(塞、葡、法、意、罗、阿拉伯)迪娜(女名)，迪纳；(俄)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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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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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doubled 1 ['dʌbld] adj. 两倍的；快步走的；加倍努力的 动词dou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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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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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asy 1 ['i:zi] adj.容易的；舒适的 adv.不费力地，从容地 vi.停止划桨 vt.发出停划命令

174 educational 1 [,edju:'keiʃənəl] adj.教育的；有教育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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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77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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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80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81 estimates 1 ['estɪməts] n. 估计 名词estimate的复数形式.

182 examinations 1 检查

183 examine 1 [ig'zæmin] vt.检查；调查；检测；考试 vi.检查；调查

184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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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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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fastest 1 ['fɑːstɪst] adj. 最快的 形容词fast的最高级形式.

188 fluid 1 ['flu(:)id] adj.流动的；流畅的；不固定的 n.流体；液体

189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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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gaining 1 ['geɪnɪŋ] n. 开槽 动词gain的现在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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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194 harms 1 英 [hɑːm] 美 [hɑ rː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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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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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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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h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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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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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identifying 1 n.识别，标识；标识关系 v.识别（identify的现在分词）

201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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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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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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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investigated 1 [ɪn'vestɪɡeɪt] v. 调查；研究

206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207 James 1 [dʒeimz] n.詹姆斯（姓氏，男子名）；《雅各书》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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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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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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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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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limited 1 ['limitid] adj.有限的 n.高级快车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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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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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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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218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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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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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measuring 1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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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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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necessary 1 ['nesisəri] adj.必要的；必需的；必然的 n.必需品 n.(Necessary)人名；(英)内塞瑟里

225 night 1 [nait] n.夜晚，晚上；黑暗，黑夜 adj.夜晚的，夜间的

226 nights 1 [naits] n.夜；晚上（night的复数形式） adv.每晚；在夜间

227 nighttime 1 ['naittaim] n.夜间 adj.夜间的；夜里发生的

228 normally 1 ['nɔ:məli] adv.正常地；通常地，一般地

229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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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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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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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order 1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235 organization 1 [,ɔ:gənai'zeiʃən, -ni'z-] n.组织；机构；体制；团体

236 organizations 1 [ˌɔː ɡənaɪ'zeɪʃnz] n. 组织机构（名词organization的复数形式）

237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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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atient 1 adj.有耐心的，能容忍的 n.病人；患者 n.(Patient)人名；(法)帕蒂安

240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241 perform 1 [pə'fɔ:m] vt.执行；完成；演奏 vi.执行，机器运转；表演

242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43 possibility 1 [,pɔsə'biləti] n.可能性；可能发生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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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predictor 1 [pri'diktə] n.[气象]预报器；预言者

246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247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48 problem 1 ['prɔbləm] n.难题；引起麻烦的人 adj.成问题的；难处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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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rocessed 1 [p'rəsest] adj. 经加工的；处理的 动词process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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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progression 1 [prəu'greʃən] n.前进；连续

253 public 1 ['pʌblik] adj.公众的；政府的；公用的；公立的 n.公众；社会；公共场所 n.(Public)人名；(英)帕布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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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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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adio 1 ['reidiəu] n.收音机；无线电广播设备 vi.用无线电进行通信 vt.用无线电发送 n.(Radio)人名；(西)拉迪奥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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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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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records 1 [rɪ'kɔː ds] n. 记录 名词record的复数形式.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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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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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relationship 1 [ri'leiʃənʃip] n.关系；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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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65 require 1 [ri'kwaiə] vt.需要；要求；命令

266 requires 1 英 [rɪ'kwaɪə(r)] 美 [rɪ'kwaɪər] v. 要求；需要；命令；规定

267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68 room 1 n.房间；空间；余地；机会；房间里所有的人 vt.为…提供住处；租房，合住；投宿，住宿；留…住宿 vi.居住；住宿 n.
（英）鲁姆（人名）；（俄）罗姆（人名）

269 rural 1 ['ruərəl] adj.农村的，乡下的；田园的，有乡村风味的

270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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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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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ee 1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73 senses 1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274 sensor 1 ['sensə, -sɔ:] n.传感器

275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276 se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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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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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79 severity 1 [si'veriti] n.严重；严格；猛烈

280 shaking 1 ['ʃeikiŋ] n.震动，震惊；挥动，摇动 v.握手（shake的ing形式）；摇动；颤动

28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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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284 simplicity 1 [sim'plisiti] n.朴素；简易；天真；愚蠢

285 simulate 1 ['simjuleit] vt.模仿；假装；冒充 adj.模仿的；假装的

286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87 solve 1 [sɔlv, sɔ:lv] vt.解决；解答；溶解 vi.作解答

288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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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pecialized 1 ['speʃəlaizd] adj.专业的；专门的 v.专攻（specialize的过去分词）；使…专门化；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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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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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93 subject 1 ['sʌbdʒikt, -dʒe-, səb'dʒekt] n.主题；科目；[语]主语；国民 adj.服从的；易患…的；受制于…的 vt.使…隶属；使屈从于…

294 suffer 1 ['sʌfə] vt.遭受；忍受；经历 vi.遭受，忍受；受痛苦；经验；受损害 n.(Suffer)人名；(意)苏费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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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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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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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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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then 1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300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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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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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traditionally 1 [trə'diʃənəli] adv.传统上；习惯上；传说上

305 tremor 1 ['tremə] n.[医]震颤；颤动 n.(Tremor)人名；(西)特雷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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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6 tremors 1 ['treməz] n. 颤抖；战栗 名词tremor的复数形式.

307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308 underserved 1 [,ʌndə'sə:vd] adj.服务不周到的；服务水平低下的

309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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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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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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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walking 1 ['wɔ:kiŋ] n.步行；散步 v.步行（walk的ing形式） adj.步行的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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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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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went 1 [went] v.去，过去（go的过去式） n.(Went)人名；(德、匈、荷)文特；(英)温特

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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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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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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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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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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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24 wrote 1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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