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19 [Health and Lifestyle] Huge US Study Starts Sharing
Gene Findings with Volunteers 词频表词频表

1 of 28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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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2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4 and 1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5 is 13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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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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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stud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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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they 8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1 volunteers 8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12 all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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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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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health 7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5 us 7 pron.我们

16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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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findings 6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18 genetic 6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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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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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thei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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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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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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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learn 5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25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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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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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who 5 pron.谁；什么人

28 wi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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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30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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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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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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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食品罐头

33 denny 4 [deni] n.丹尼（男子名）

34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35 information 4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36 mo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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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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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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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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稍微

39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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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w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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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ffec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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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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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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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ecause 3 [bi'kɔz] conj.因为

46 before 3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47 cause 3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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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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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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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gene 3 [dʒi:n] n.[遗]基因，遗传因子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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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her 3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55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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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NIH 3 abbr. (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58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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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retur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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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sam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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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s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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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sharing 3 英 ['ʃeərɪŋ] 美 ['ʃerɪŋ] n. 共享；分配 动词 share的现在分词.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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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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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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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variants 3 变体

68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69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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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wh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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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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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anoth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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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n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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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breast 2 [brest] n.乳房，胸部；胸怀；心情 vt.以胸对着；与…搏斗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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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cancer 2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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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counselor 2 ['kaunsələ] n.顾问；法律顾问；参事（等于counsellor）

79 decide 2 [di'said] vt.决定；解决；判决 vi.决定，下决心

80 differences 2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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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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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family 2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83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84 genes 2 n. 基因（gene的复数形式）；格涅斯（人名）

85 genetics 2 [dʒi'netiks] n.遗传学

86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87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88 groups 2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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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increased 2 [ɪn'kriː st] adj. 增加的 动词incre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1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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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93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94 lik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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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lot 2 n.份额；许多；命运；阄 adv.（与形容词和副词连用）很，非常；（与动词连用）非常 pron.大量，许多 vt.分组，把…划分
（常与out连用）；把（土地）划分成块 vi.抽签，拈阄

96 many 2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97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98 medical 2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99 now 2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00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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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other 2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02 Peterson 2 n.彼得森（男子名）

103 problems 2 ['prɑːbləms] 名词problem的复数形式

104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05 response 2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106 risk 2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107 shudder 2 ['ʃʌdə] n.发抖；战栗；震动 vi.发抖；战栗

108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109 study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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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tes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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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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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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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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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variant 2 ['vεəriənt] adj.不同的；多样的 n.变体；转化

117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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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19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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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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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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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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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125 advice 1 [əd'vais] n.建议；忠告；劝告；通知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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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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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americans 1 n. 美国人；美洲人 名词American的复数形式.

128 amount 1 [ə'maunt] vi.总计，合计；相当于；共计；产生…结果 n.数量；总额，总数

129 ancestries 1 ['ænsestri] n. 祖先；家世；门第；血统

130 ancestry 1 ['ænsestri] n.祖先；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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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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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Baylor 1 n. 贝勒

135 becoming 1 [bi'kʌmiŋ] adj.合适的，适当的 n.（变化过程的）形成，发生

136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37 behaviors 1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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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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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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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BRCA 1 Brotherhood of Railway Carmen of America 美国铁路车辆技术工人工会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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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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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cancers 1 ['kænsəz] 肿瘤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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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carries 1 ['kæri] v. 携带；运送；搬运；带有；传播；承载 n. 【计】进位；运载

147 car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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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cells 1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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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151 child 1 n.儿童，小孩，孩子；产物；子孙；幼稚的人；弟子 n.（英）蔡尔德（人名）

152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153 college 1 ['kɔlidʒ] n.大学；学院；学会

154 combinations 1 [kɒmbɪ'neɪʃnz] n. 组合 名词combination的复数形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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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commented 1 英 ['kɒment] 美 ['kɑːment] n. 注释；评论；闲话 v. 评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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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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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counseling 1 ['kaunsəliŋ] n.咨询服务 v.建议；劝告；商讨（counsel的ing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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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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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65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166 discoveries 1 [dɪ'skʌvəri] n. 发现；发现物

167 discuss 1 [dis'kʌs] vt.讨论；论述，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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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diseases 1 [dɪ'ziː zɪz] 病害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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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doctors 1 英 ['dɒktə(r)] 美 ['dɑːktər] n. 博士；医生 v. 篡改，伪造；阉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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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done 1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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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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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drivers 1 [d'raɪvəz] n. 驱动器；驱动程序；司机 名词driv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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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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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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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180 eggs 1 [egz] n. 蛋；鸡蛋 名词egg的复数形式.

181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82 employee 1 [,emplɔi'i:, em'plɔii:] n.雇员；从业员工

183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84 environments 1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185 eric 1 埃里克（人名）

186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87 ethnic 1 ['eθnik] adj.种族的；人种的

188 European 1 [,juərə'pi:ən] adj.欧洲的；欧洲人的 n.欧洲人

189 everyone 1 ['evriwʌn] pron.每个人；人人 n.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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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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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fails 1 [feɪl] vi. 失败；没做成某事；表现欠佳；用完；衰退 vt. 辜负；放弃；缺少；不及格 n. 不及格；没做成

193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194 fear 1 [fiə] n.害怕；恐惧；敬畏；担心 vt.害怕；敬畏；为…担心 vi.害怕；敬畏；为…担心

195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196 fits 1 [fɪt] adj. 适宜的；合适的；健康的 v. 适合；安装 n. 发作；适宜

197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198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99 genetically 1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200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201 give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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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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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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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govern 1 ['gʌvən] vt.管理；支配；统治；控制 vi.居支配地位；进行统治 n.(Govern)人名；(英)戈文

206 half 1 [hɑ:f, hæf] n.一半；半场；半学年 adv.一半地；部分地 adj.一半的；不完全的；半途的 n.(Half)人名；(阿拉伯)哈勒夫；(德)
哈尔夫；(英)哈夫

207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208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209 healthcare 1 ['helθkeə] 保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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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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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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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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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historically 1 [his'tɔrikəli] adv.历史上地；从历史观点上说

215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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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hormones 1 英 ['hɔː məʊn] 美 ['hɔː moʊn] n. 荷尔蒙；激素 名词hormon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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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importantly 1 [im'pɔ:tntli] adv.重要地；大量地；有名望地；自命不凡地

219 informed 1 [in'fɔ:md] adj.消息灵通的；见多识广的 v.通知；使了解；提供资料（inform的过去分词）

220 Institutes 1 英 ['ɪnstɪtju tː] 美 ['ɪnstɪtu tː] n. 学院；学会；协会 vt. 开始；制定；创立

221 job 1 [dʒɔb] n.工作；职业 vt.承包；代客买卖 vi.做零工 n.(Job)人名；(英)乔布；(法、葡)若布；(?-1605)约伯〈俄〉俄罗斯正教会
莫斯科牧首。；(德、塞、捷、荷、意)约布

222 josh 1 [dʒɔʃ] vi.戏弄 vt.戏弄 n.玩笑 n.(Josh)人名；(英、印、巴基)乔希(男子教名Josiah的简称)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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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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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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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lauran 1 劳兰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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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229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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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little 1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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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34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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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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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37 matter 1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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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medication 1 [,medi'keiʃən] n.药物；药物治疗；药物处理

240 medications 1 [medɪ'keɪʃnz] 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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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medicines 1 ['medsnz] 药品

243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244 Members 1 ['membəz] n. 成员；会员；四肢；构件 名词member的复数形式.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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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molecule 1 ['mɔlikjul] n.[化学]分子；微小颗粒，微粒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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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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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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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252 neergaard 1 内高

253 never 1 ['nevə] adv.从未；决不

254 offered 1 ['ɒfəd] v. 提供；奉献；提议 vbl. 提供；奉献；提议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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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organs 1 n.[生物]器官；机构；风琴（organ的复数）

257 others 1 pron.其他人

258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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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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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驱逐

260 outcome 1 ['autkʌm] n.结果，结局；成果

261 ovarian 1 [əu'vεəriən] adj.[解剖]卵巢的；子房的

262 ovary 1 ['əuvəri] n.[植]子房；[解剖]卵巢

263 overall 1 ['əuvərɔ:l, ,əuvə'rɔ:l] adj.全部的；全体的；一切在内的 adv.全部地；总的说来 n.工装裤；罩衫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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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passed 1 [pa:st] adj.已经通过的；已经过去的；已被传递的 v.通过；传递（pass的过去分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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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perc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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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pers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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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personal 1 ['pə:sənl] adj.个人的；身体的；亲自的 n.人事消息栏；人称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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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72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73 power 1 n.力量，能力；电力，功率；政权，势力；[数]幂 vt.激励；供以动力；使…有力量 vi.快速前进 adj.借影响有权势人物
以操纵权力的 n.(Power)人名；(英、葡)鲍尔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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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processes 1 n.过程；[计]进程（process的复数） v.处理（process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加工

276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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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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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rachel 1 ['reitʃəl] n.雷切尔（女子名）

280 racial 1 ['reiʃəl] adj.种族的；人种的

281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282 reaction 1 [ri'ækʃən, ri:-] n.反应，感应；反动，复古；反作用

283 reasons 1 ['riː zənz] n. 理由 名词reas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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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reduce 1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286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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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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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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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9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92 samp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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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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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96 screening 1 ['skri:niŋ] n.筛选；放映；[物]屏蔽；审查；防波 v.筛选；拍摄（screen的ing形式）；遮蔽；隔挡 adj.筛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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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299 shake 1 vt.动摇；摇动；震动；握手 vi.动摇；摇动；发抖 n.摇动；哆嗦

300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301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2 sick 1 adj.厌恶的；病态的；不舒服；渴望的；恶心的；生病的 n.病人 n.(Sick)人名；(德、西)西克 vt.使狗去咬；呕吐；追击

303 signed 1 [saind] adj.有符号的；已签字的；有正负之分的 v.署名；写下；预示；示意（sign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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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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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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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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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starting 1 ['stɑ tːɪŋ] n. 出发；开始 动词start的现在分词.

309 starts 1 [s'tɑ tːs] v. 开始；启动；开创（star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 开始；开创（名词start的复数形式）

310 street 1 [stri:t] n.街道 adj.街道的 n.(Street)人名；(英、葡)斯特里特；(德)施特雷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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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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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talk 1 [tɔ:k] vt.说；谈话；讨论 vi.谈话；说闲话 n.谈话；演讲；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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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317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318 TENS 1 十位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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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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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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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thing 1 [θiŋ] n.事情；东西；事物；情况

323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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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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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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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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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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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1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32 variability 1 [,vεəriə'biləti] n.可变性，变化性；[生物][数]变异性

333 venner 1 n. 文纳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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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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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6 volunteered 1 英 [ˌvɒlən'tɪə(r)] 美 [ˌvɑ lːən'tɪr] n. 志愿者；(自行生长的)植物 v. (自愿)做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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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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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women 1 ['wimin] n.女人（woman的复数）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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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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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2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43 worrisome 1 ['wʌrisəm, 'wə:-] adj.令人烦恼的，令人不安的；麻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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