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29 [Health and Lifestyle] Experimental Drug Slows Decline
among Alzheimer's Patient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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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zheimer 13 n. 老年痴呆症（亦称:Alzheimer's disease，阿兹海默症）

4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and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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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ease 10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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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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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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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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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b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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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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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dru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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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7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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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protein 4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19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20 brain 3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21 could 3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22 decline 3 [di'klain] n.下降；衰退；斜面 vi.下降；衰落；谢绝 vt.谢绝；婉拒

23 dementia 3 [di'menʃiə] n.[内科]痴呆

24 early 3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25 findings 3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26 milli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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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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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perc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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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results 3 [rɪ'zʌlts] n. 结果

30 stu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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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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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world 3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3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4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5 association 2 [ə,səusi'eiʃən, ə,səuʃi'ei-] n.协会，联盟，社团；联合；联想

36 biogen 2 ['baiədʒən] n.生原体；酵母促生物原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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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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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auses 2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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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en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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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mpanies 2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42 company 2 ['kʌmp(ə)ni] n.公司；陪伴，同伴；连队 vi.交往 vt.陪伴 n.(Company)人名；(西)孔帕尼；(英)康帕尼

43 daily 2 ['deili] adj.日常的；每日的 n.日报；朝来夜去的女佣 adv.日常地；每日；天天 n.(Daily)人名；(英)戴利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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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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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drugmaker 2 ['drʌg,meikə] n.制药者

47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48 effective 2 [i'fektiv] adj.有效的，起作用的；实际的，实在的；给人深刻印象

49 eisai 2 [aɪ'saɪ] 卫材

50 experimental 2 [ek,speri'mentəl, ek's-] adj.实验的；根据实验的；试验性的

51 expe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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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given 2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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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55 involv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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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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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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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n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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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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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nu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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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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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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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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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65 s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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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stage 2 [steidʒ] n.阶段；舞台；戏剧；驿站 vt.举行；上演；筹划 vi.举行；适于上演；乘驿车旅行 n.(Stage)人名；(英)斯特奇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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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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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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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treatments 2 ['triː tmənts] n. 治疗；疗法（名词treatment的复数形式）

71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72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73 activities 1 英 [æk'tɪvɪtɪ] 美 [æk'tɪvəti] n. 活动；活跃 vt. 表演 adj.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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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im 1 vt.目的在于；引导；把…对准 vi.打算；对准目标；瞄准 n.目的；目标；对准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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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78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79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80 amyloid 1 ['æmilɔid] n.淀粉体；淀粉质食物 adj.含淀粉的；淀粉质的

81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82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83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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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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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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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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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attacks 1 [ə'tæk] n. 攻击；抨击 v. 攻击；抨击；发动攻击；（疾病）侵袭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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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90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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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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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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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beta 1 ['bi:tə, 'bei-] n.贝它（希腊字母表的第二个字母） n.(Beta)人名；(日)部田(姓)；(土)贝塔；(匈)拜陶

96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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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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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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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Chambers 1 ['tʃeimbəz] n.钱伯斯（姓氏）

102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
除；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103 clinic 1 ['klinik] n.临床；诊所

104 clothes 1 [kləuðz] n.衣服

105 cognitive 1 ['kɔgnitiv] adj.认知的，认识的

106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107 communication 1 n.通讯，[通信]通信；交流；信函

108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09 cover 1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110 cummings 1 n.卡明斯（人名）

111 cure 1 [kjuə] vt.治疗；治愈；使硫化；加工处理 vi.治病；痊愈；受治疗；被硫化；被加工处理 n.治疗；治愈；[临床]疗法 n.
(Cure)人名；(罗)库雷；(法)屈尔；(英)丘尔；(塞)楚雷

112 date 1 [deit] n.日期；约会；年代；枣椰子 vi.过时；注明日期；始于（某一历史时期） vt.确定…年代；和…约会 n.(Date)人名；
(日)伊达(姓)；(英)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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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15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116 directs 1 [də'rekt] adj. 直接的；笔直的；坦白的 v. 对准；指挥；指示；命令

117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118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119 double 1 ['dʌbl] n.两倍；双精度型 adj.双重的；两倍的 vi.加倍，加倍努力；快步走 vt.使加倍 adv.双重地；两倍地；弓身地 n.
(Double)人名；(法)杜布勒；(英)道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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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ffectiveness 1 [ə'fektivnis] n.效力

122 Eli 1 ['i:lai] n.伊莱（男子名）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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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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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urope 1 ['juərəp] n.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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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27 expected 1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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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failed 1 [feild] adj.已失败的，不成功的 v.失败，不成功（fai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fantastic 1 adj.奇异的；空想的；异想天开的；古怪的；极好的，极出色的；不可思议的；不切实际的 n.古怪的人

131 feeding 1 ['fi:diŋ] n.饲养；吃；输送 adj.供给饲料的；摄取食物的 v.饲养（feed的ing形式）

132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33 filled 1 [fild] adj.满的；装满的；加满的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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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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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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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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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fu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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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growth 1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140 Grundy 1 ['grʌndi] n.拘泥礼节的人；心胸狭窄的人；极喜挑剔的人

141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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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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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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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46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47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148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149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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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illness 1 ['ilnis] n.病；疾病

152 inactive 1 [in'æktiv] adj.不活跃的；不活动的；怠惰的；闲置的

153 insurance 1 [in'ʃuərəns] n.保险；保险费；保险契约；赔偿金

154 insurer 1 [in'ʃuərə] n.保险公司；承保人

155 insurers 1 [ɪn'ʃuərəz] 保险人

156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57 introduced 1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58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59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60 jeff 1 [dʒef] n.杰夫（男子名，等于Jeffrey）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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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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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Las 1 [læs] abbr.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大气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光敏开关
（LightActivatedSwitch）

165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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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late 1 [leit] adj.晚的；迟的；已故的；最近的 adv.晚；迟；最近；在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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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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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illy 1 ['lili] n.莉莉（女子名）；丽莱（香港时装公司）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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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72 manage 1 vt.管理；经营；控制；设法 vi.处理；应付过去

173 market 1 ['mɑ:kit] n.市场；行情；股票市场；市面；集市；销路；商店 vt.在市场上出售 vi.做买卖 n.(Market)人名；(塞)马尔凯特

174 Mayo 1 ['meiəu] n.梅奥（爱尔兰西北部一郡）

175 mean 1 adj.平均的；卑鄙的；低劣的；吝啬的 vt.意味；想要；意欲 n.平均值 vi.用意 n.(Mean)人名；(柬)棉

176 measured 1 ['meʒəd] adj.量过的；慎重的；基于标准的；有规则的 v.测量，判断（measur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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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emory 1 ['meməri] n.记忆，记忆力；内存，[计]存储器；回忆 n.(Memory)人名；(英)梅默里

179 might 1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80 Minnesota 1 [,mini'səutə] n.明尼苏达州（美国中北部洲）

181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2 most 1 [məust] adv.最；非常，极其；最多；几乎 adj.大部分的，多数的；最多的 n.大部分，大多数 n.(Most)人名；(德、俄、
法、芬、捷、英)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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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neuroscience 1 [,njuərəu'saiəns] n.神经系统科学（指神经病学、神经化学等）

185 Nevada 1 [ni'vædə; -'vɑ:-] n.内华达（美国州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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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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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November 1 [nəu'vembə] n.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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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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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92 petersen 1 n. 彼得森

193 Peterson 1 n.彼得森（男子名）

194 placebo 1 [plə'si:bəu] n.安慰剂；为死者所诵的晚祷词

195 plans 1 [p'lænz] n. 预划；平面图 名词plan的复数形式.

196 positi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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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raised 1 [preɪz] vt. 赞美；称赞 n. 赞美；称赞；崇拜 vi. 赞美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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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ices 1 [praɪs] n. 价格；代价；价值 v. 给…定价；估价；贴价格标签；比较价格

200 progress 1 ['prəugres, 'prɔ-, prəu'gres] n.进步，发展；前进 vi.前进，进步；进行 n.(Progress)人名；(赞)普罗格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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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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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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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ublish 1 ['pʌbliʃ] vt.出版；发表；公布 vi.出版；发行；刊印

205 putting 1 ['putiŋ] n.投掷；（高尔夫球）打球入洞 v.放置（put的ing形式）；轻击球；使球入洞的轻击（putt的ing形式）

206 quick 1 [kwik] n.核心；伤口的嫩肉 adj.快的；迅速的，敏捷的；灵敏的 adv.迅速地，快 n.(Quick)人名；(英、德、瑞典、芬)奎
克

207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08 r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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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ach 1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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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reasoning 1 ['ri:zəniŋ] n.推理；论证；评理 adj.推理的 v.推论；说服（reason的ing形式）

211 reduced 1 [ri'dju:st] adj.减少的；[数]简化的；缩减的

212 remove 1 [ri'mu:v] vt.移动，迁移；开除；调动 vi.移动，迁移；搬家 n.移动；距离；搬家

213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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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Rochester 1 ['rɔtʃistə; -tʃes-] n.罗契斯特市（美国明尼苏达州一城市）；罗契斯特市（美国纽约州港市）；罗契斯特市（英国东
南部一城市）

216 ronald 1 ['rɔnəld] n.罗纳德（男子名）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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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219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20 slowed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221 slowly 1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222 slows 1 英 [sləʊ] 美 [sloʊ] adj. 慢的 adv. 慢慢地 v. 放慢；减速

223 someone 1 ['sʌm,wʌn, -wən] pron.有人，某人

224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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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States 1 n.州，国家（state的复数形式） vt.声明（stat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陈述

227 subjects 1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228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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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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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asks 1 英 [tɑːsk] 美 [tæsk] n. 任务；工作 vt. 交给某人（任务)；使做艰苦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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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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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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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6 transformative 1 [træns'fɔ:mətiv, trænz-, trɑ:n-] adj.变化的，变形的；有改革能力的

237 tries 1 [traɪ] v. 试验；尝试；设法；努力；审判；考验 n. 尝试；试验；（橄榄球）持球触地得分

238 unable 1 [ʌn'eibl] adj.不会的，不能的；[劳经]无能力的；不能胜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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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united 1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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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Vegas 1 [veigəs] n.维加斯

243 victory 1 ['viktəri] n.胜利；成功；克服 n.(Victory)人名；(西)维多利；(英)维克托里

244 weak 1 [wi:k] adj.[经]疲软的；虚弱的；无力的；不牢固的

245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46 we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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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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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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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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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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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orse 1 [wə:s, 'wə:s] adj.更坏的；更差的；更恶劣的（bad的比较级）；（病情）更重的（ill的比较级） adv.更糟；更坏；更恶劣
地；更坏地 n.更坏的事；更恶劣的事

252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53 years 1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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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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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