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2-06 [Health and Lifestyle] What Is Lab-Grown Shrimp 词频词频
表表

1 to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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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he 1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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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meat 12 [mi:t] n.肉，肉类（食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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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r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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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f 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8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 grow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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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shrimp 6 [ʃrimp] n.虾；小虾；矮小的人 vi.捕虾 adj.有虾的；虾制的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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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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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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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5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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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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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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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ells 4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19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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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lab 4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22 meats 4 肉

23 people 4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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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alternative 3 [ɔ:l'tə:nətiv] adj.供选择的；选择性的；交替的 n.二中择一；供替代的选择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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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8 b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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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ompan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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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ost 3 vt.花费；使付出；使花许多钱；估价，估算成本 vi.花费 n.费用，代价，成本；损失

31 making 3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32 mo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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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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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ingapore 3 [,siŋgə'pɔ:] n.新加坡

35 still 3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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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year 3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38 alternatives 2 [ɔː l'tɜːnətɪvz] n. 其它选择；备选方案 名词alternative的复数形式.

39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0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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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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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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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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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are 2 [dεə] n.挑战；挑动 vt.敢冒；不惧 vi.敢；胆敢 n.(Dare)人名；(英)戴尔；(意)达雷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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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dumpling 2 ['dʌmpliŋ] n.饺子，汤团；面团布丁

48 environment 2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49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50 hopes 2 英 [həʊps] 美 [hoʊps] n. 希望 名词hope的复数形式.

51 increasingly 2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52 john 2 [dʒɔn] n.厕所

53 kilogram 2 ['kiləugræm] n.公斤；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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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mark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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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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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nutrients 2 ['nju tːrɪənts] n. 营养素，营养物，营养品（名词nutrient的复数形式）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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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product 2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60 protein 2 ['prəuti:n, -ti:in] n.蛋白质；朊 adj.蛋白质的

61 regulator 2 n.调整者；监管者；校准器

62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63 s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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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solution 2 [sə'lju:ʃən] n.解决方案；溶液；溶解；解答

65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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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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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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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9 try 2 [trai] vt.试图，努力；试验；审判；考验 vi.尝试；努力；试验 n.尝试；努力；试验 n.(Try)人名；(英、印尼)特里；(柬)德里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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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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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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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activity 1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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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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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afraid 1 [ə'freid] adj.害怕的；恐怕；担心的

77 aims 1 [eɪm] n. 目标；对准；枪法 vt. 瞄准；针对 vi. 瞄准；旨在；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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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lthough 1 conj.尽管；虽然；但是；然而

80 am 1 abbr.调频，调谐，调幅（amplitudemodulation） vi.（用于第一人称单数现在时） aux.（与v-ing连用构成现在进行时，与v-ed
连用构成被动语态） n.（柬）安（人名）

81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82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83 approval 1 [ə'pru:vəl] n.批准；认可；赞成

84 banking 1 ['bæŋkiŋ] n.银行业；银行业务；银行家的职业；筑堤 v.把钱存入银行；做银行家；在…边筑堤（bank的现在分词）

85 Barclay 1 ['bɑ:kli] n.巴克利（姓氏，男子名）

8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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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beef 1 [bi:f] n.牛肉；肌肉；食用牛；牢骚 vi.抱怨，告发；发牢骚 vt.养；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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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91 beyond 1 [bi'jɔnd] prep.超过；越过；那一边；在...较远的一边 adv.在远处；在更远处 n.远处

92 billion 1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93 bring 1 vt.拿来；带来；促使；引起；使某人处于某种情况或境地 n.(Bring)人名；(英、瑞典)布林

94 businesses 1 ['bɪznəsɪz] n. 店铺，商行（名词business的复数形式）

95 buying 1 n.买进 v.购买；获得；收买（buy的ing形式）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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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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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cellular 1 ['seljulə] adj.细胞的；多孔的；由细胞组成的 n.移动电话；单元

99 Celsius 1 ['selsiəs] adj.摄氏的 n.摄氏度

100 chicken 1 n.鸡肉；小鸡；胆小鬼，懦夫 adj.鸡肉的；胆怯的；幼小的

101 chief 1 [tʃi:f] n.首领；酋长；主要部分 adj.首席的；主要的；主任的 adv.主要地；首要地

102 choice 1 [tʃɔis] n.选择；选择权；精选品 adj.精选的；仔细推敲的

103 chosen 1 ['tʃəuzən] vt.选择（choose的过去分词） adj.挑选出来的，精选的

104 city 1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05 clean 1 [kli:n] adj.清洁的，干净的；清白的 vt.使干净 vi.打扫，清扫 adv.完全地 n.打扫 n.(Clean)人名；(英)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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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oncerns 1 [kən'sɜːnz] n. 关切 名词concern的复数形式.

109 confidence 1 ['kɔnfidəns] n.信心；信任；秘密 adj.（美）诈骗的；骗得信任的

110 controls 1 英 [kən'trəʊls] 美 [kən'troʊls] n. 控制器；控制机构 名词control的复数形式.

111 costs 1 ['kɒsts] n. 费用；讼费 名词cost的复数形式.

112 courage 1 ['kʌridʒ] n.勇气；胆量 n.(Courage)人名；(英)卡里奇；(法)库拉热

113 cut 1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114 deal 1 [di:l] vt.处理；给予；分配；发牌 vi.处理；讨论；对待；做生意 n.交易；（美）政策；待遇；份量 n.(Deal)人名；(英、
西)迪尔

115 declining 1 [di'klainiŋ] adj.下滑的；衰退的；倾斜的 v.下降；衰退；婉谢（decline的ing形式）

116 degrees 1 英 [di'ɡri:z] 美 [dɪ'ɡri:z] n. 度；学位 名词degree复数形式.

117 demand 1 [di'mɑ:nd, -'mænd] vt.要求；需要；查询 vi.需要；请求；查问 n.[经]需求；要求；需要 n.(Demand)人名；(德)德曼德

118 diet 1 ['daiət] n.饮食；食物；规定饮食 vi.节食 vt.[医]照规定饮食 n.(Diet)人名；(法)迪耶

119 dissolved 1 [dɪ'zɒlvd] adj. 溶化的 动词diss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don 1 [dɔn] n.先生，阁下；指导教师，大学教师 vt.穿上 n.(Don)人名；(缅)顿；(英)唐(男子教名Donald的昵称)

121 eat 1 [i:t] vt.吃，喝；腐蚀；烦扰 vi.进食；腐蚀，侵蚀

122 editor 1 ['editə] n.编者，编辑；社论撰写人；编辑装置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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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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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nforcing 1 英 [ɪn'fɔːs] 美 [ɪn'fɔːrs] vt. 强迫；强制；实施；执行；加强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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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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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29 estimate 1 ['estimeit] vi.估计，估价 n.估计，估价；判断，看法 vt.估计，估量；判断，评价

130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131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132 executive 1 adj.行政的；经营的；执行的，经营管理的 n.总经理；执行委员会；执行者；经理主管人员

133 face 1 [feis] n.脸；表面；面子；面容；外观；威信 vi.向；朝 vt.面对；面向；承认；抹盖 n.(Face)人名；(法)法斯；(意)法切

134 financial 1 [fai'nænʃəl] adj.金融的；财政的，财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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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sh 1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137 foods 1 [fuːdz] n. 食品 名词food的复数形式.

138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39 frequently 1 ['fri:kwəntli] adv.频繁地，经常地；时常，屡次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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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government 1 ['gʌvənmənt] n.政府；政体；管辖

142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143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144 harming 1 英 [hɑːm] 美 [hɑːrm] n. 危害；伤害；损害 vt. 伤害；损害

145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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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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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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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ealth 1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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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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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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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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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54 impossible 1 [im'pɔsəbl] adj.不可能的；不可能存在的；难以忍受的；不真实的 n.不可能；不可能的事

155 inc 1 abbr. 公司(=incorporated )

156 industry 1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57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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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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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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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63 launch 1 [lɔ:ntʃ, lɑ:ntʃ] vt.发射（导弹、火箭等）；发起，发动；使…下水 vi.开始；下水；起飞 n.发射；发行，投放市场；下
水；汽艇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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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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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liquid 1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67 loh 1 (=loop of Henle) 亨利(氏)袢

168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69 low 1 [ləu] adj.低的，浅的；卑贱的；粗俗的；消沉的 adv.低声地；谦卑地，低下地 n.低；低价；低点；牛叫声 vi.牛叫 n.(Low)
人名；(英、德)洛

170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171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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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ind 1 [maind] n.理智，精神；意见；智力；记忆力 vt.介意；专心于；照料 vi.介意；注意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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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nanyang 1 n. 南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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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needs 1 [ni:dz] adv.（只与must连用）必须地 n.需要（need的复数） v.需要；必须；缺少（need的三单形式）

178 negative 1 ['negətiv] adj.[数]负的；消极的；否定的；阴性的 n.否定；负数；[摄]底片 vt.否定；拒绝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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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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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82 oceans 1 ['əʊʃnz] n. 大洋

183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184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85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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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option 1 ['ɔpʃən] n.[计]选项；选择权；买卖的特权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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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Paul 1 [pɔ:l] n.保罗（男子名）

189 pet 1 [pet] n.宠物；生气；受宠爱的人 vt.宠爱 vi.生气；爱抚 adj.宠爱的 n.(Pet)人名；(俄)佩特；(柬)贝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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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opularized 1 英 ['pɒpjələraɪz] 美 ['pɑːpjələraɪz] vt. 普及；使流行；使通俗化

192 pork 1 [pɔ:k] n.猪肉 vt.与女子性交 n.(Pork)人名；(俄)波尔克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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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rice 1 [prais] n.价格；价值；代价 vt.给……定价；问……的价格 n.(Price)人名；(英)普赖斯；(法)普里斯；(葡、瑞典)普里塞

195 products 1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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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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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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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200 restaurants 1 餐馆

201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02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03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204 rules 1 n.[数]规则；条例（rule的复数形式） v.统治；支配；裁定（rul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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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ervices 1 ['sɜːvɪsɪz] n. 服务；公共机构；宗教礼拜；维修，保养；发球（service的复数形式）

207 shopped 1 英 [ʃɒp] 美 [ʃɑːp] n. 商店；车间 v. 逛商店；购物；买东西

208 sign 1 n.迹象；符号；记号；手势；指示牌 vi.签署；签名 vt.签署；示意

209 single 1 ['siŋgl] adj.单一的；单身的；单程的 n.一个；单打；单程票 vt.选出 vi.击出一垒安打

210 six 1 [siks] num.六，六个 n.六，六个 n.(Six)人名；(法、德)西克斯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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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pecialist 1 ['speʃəlist] n.专家；专门医师 adj.专家的；专业的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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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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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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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upermarkets 1 ['suːpəmɑːkɪts] 超市

217 taking 1 ['teikiŋ] n.取得；捕获；营业收入 adj.可爱的；迷人的；会传染的 v.拿；捕捉；夺取（take的ing形式）

218 technological 1 [,teknə'lɔdʒikəl] adj.技术的；工艺的

219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220 teng 1 n. 滕

221 teo 1 张,新加坡姓氏的音译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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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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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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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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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27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228 travis 1 ['trævis] n.特拉维斯（男子名）；崔维斯合唱团

229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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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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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us 1 pron.我们

233 vegetarian 1 [,vedʒi'tεəriən] n.素食者；食草动物 adj.素食的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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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36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37 Weeks 1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238 while 1 [hwail] conj.虽然；然而；当……的时候 n.一会儿；一段时间 vt.消磨；轻松地度过

239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0 willing 1 ['wiliŋ] adj.乐意的；自愿的；心甘情愿的 v.决心；用意志力驱使；将（财产等）遗赠某人（will的现在分词） n.(Willing)
人名；(德、芬、瑞典)维林；(英)威林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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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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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4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45 worth 1 [wə:θ] adj.值…的 n.价值；财产 n.(Worth)人名；(英)沃思；(德)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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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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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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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