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5 [Health and Lifestyle] Good Air Flow May Help Protect
from COVID-19 词频表词频表

1 air 45 [εə] n.空气，大气；天空；样子；曲调 vt.使通风，晾干；夸耀 vi.通风

2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 and 25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to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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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is 2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that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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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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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or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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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ntilation 13 [,venti'leiʃən] n.通风设备；空气流通

11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2 from 1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3 windows 1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14 on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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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open 10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6 be 9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7 ca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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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fans 9 [fæns] n. 狂热者；崇拜明星的人 名词fan的复数形式.

19 if 9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20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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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 9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 this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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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you 8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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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flow 7 [fləu] vi.流动，涌流；川流不息；飘扬 vt.淹没，溢过 n.流动；流量；涨潮，泛滥 n.(Flow)人名；(英)弗洛

26 hav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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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ay 7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28 us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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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window 7 ['windəu] n.窗；窗口；窗户

30 also 6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1 an 6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2 doors 6 [dɔ:z] n.大门；入口；通道（door的复数）

33 experts 6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34 hel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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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hvac 6 =heating ventilation and air controlling

36 throug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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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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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pa 5 abbr. 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39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40 indoor 5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41 room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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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system 5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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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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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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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ontaminants 4 [kən'tæmɪnənts] n. 污染物 名词contaminant的复数形式.

47 device 4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48 d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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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fan 4 [fæn] vt.煽动；刺激；吹拂 vi.成扇形散开；飘动 n.迷；风扇；爱好者 n.(Fan)人名；(法、俄)法恩；(柬)方

50 home 4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51 opening 4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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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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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54 outsi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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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possible 4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56 practices 4 ['præktɪs] n. 练习；实行；习惯；业务 v. 练习；实践；开业；执业

57 reduce 4 [ri'dju:s, -'du:s] vt.减少；降低；使处于；把…分解 vi.减少；缩小；归纳为

58 them 4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59 these 4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60 wa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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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62 airborne 3 ['εəbɔ:n] adj.[航]空运的；空气传播的；风媒的

63 anoth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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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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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best 3 [best] n.最好的人，最好的事物；最佳状态 adj.最好的 adv.最好地 vt.打败，胜过 n.(Best)人名；(英、西、德、葡、法)贝斯
特

66 bottom 3 ['bɔtəm] n.底部；末端；臀部；尽头 adj.底部的 vt.装底；测量深浅；查明真相 vi.到达底部；建立基础 n.(Bottom)人名；
(英)博顿

67 cleaners 3 ['kliː nəz] n. 洗衣店；干洗店 名词cleaner的复数形式.

68 cleaning 3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69 conditioners 3 调理剂

70 Englis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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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owever 3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72 increase 3 [in'kri:s, 'inkri:s] n.增加，增长；提高 vi.增加，增大；繁殖 vt.增加，加大 n.(Increase)人名；(英)英克里斯

73 intake 3 ['inteik] n.摄取量；通风口；引入口；引入的量

74 learning 3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75 let 3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76 move 3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77 natural 3 ['nætʃərəl] adj.自然的；物质的；天生的；不做作的 n.自然的事情；白痴；本位音 n.(Natural)人名；(西)纳图拉尔



78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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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outdoor 3 ['əutdɔ:] adj.户外的；露天的；野外的（等于out-of-door）

80 pollution 3 [pə:'lju:ʃən] n.污染 污染物

81 portable 3 ['pɔ:təbl, 'pəu-] adj.手提的，便携式的；轻便的 n.手提式打字机

82 remo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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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risks 3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84 sure 3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85 top 3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高
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86 used 3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87 VOA 3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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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website 3 ['websaɪt] n. 网站

90 ab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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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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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blow 2 [bləu] n.吹；打击；殴打 vi.风吹；喘气 vt.风吹 n.(Blow)人名；(英)布洛

94 blowing 2 ['bləuiŋ] n.吹制；吹气法 v.吹；鼓风（blow的现在分词）；充气

95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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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cause 2 [kɔ:z] n.原因；事业；目标 vt.引起；使遭受

97 conditions 2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98 coronavirus 2 [kə,rəunə'vaiərəs] n.冠状病毒；日冕形病毒

99 course 2 n.科目；课程；过程；进程；道路；路线，航向；一道菜 vt.追赶；跑过 vi.指引航线；快跑

100 designed 2 [di'zaind] adj.有计划的，原意的；故意的 v.设计；计划（design的过去分词）

101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02 eas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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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nough 2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104 especially 2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05 fall 2 [fɔ:l] vi.落下；变成；来临；减弱 n.下降；秋天；瀑布 vt.砍倒；击倒 adj.秋天的 n.(Fall)人名；(法、芬、瑞典)法尔；(英、
匈)福尔；(阿拉伯)法勒

106 filters 2 英 ['fɪltə(r)] 美 ['fɪltər] n. 过滤器；滤色镜；滤光器 v. 过滤；渗透

107 good 2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108 Greater 2 ['greitə] adj.包括市区及郊区的 的比较级 包括该国本身的及过去属地的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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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elpful 2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111 hom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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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including 2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13 indoors 2 ['indɔ:z] adv.在室内，在户内

114 into 2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115 kee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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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lifestyle 2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17 liquid 2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18 litt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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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longer 2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20 machine 2 [mə'ʃi:n] n.机械，机器；机构；机械般工作的人 vt.用机器制造 n.(Machine)人名；(意)马基内

121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
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122 matteo 2 n. 马泰奥

123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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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need 2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125 onl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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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our 2 ['auə, ɑ:] pron.我们的

127 passes 2 ['paː sɪz] n. 途径；通行 名词pass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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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pollutants 2 [pə'lu tːənts] 污染物质

130 poor 2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131 report 2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132 running 2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
人名；(英)朗宁

133 safety 2 ['seifti] n.安全；保险；安全设备；保险装置；安打

134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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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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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says 2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137 should 2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138 sm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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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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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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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space 2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142 spre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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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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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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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46 suitable 2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147 temperatures 2 ['temprətʃəz] 温度

148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49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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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using 2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51 viruses 2 ['vaɪərəsɪz] n. 病毒 名词virus的复数形式.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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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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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154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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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wrote 2 [rəut] v.写（write的过去式）

156 adoption 1 [ə'dɔpʃən] n.采用；收养；接受

157 advise 1 [əd'vaiz] vt.建议；劝告，忠告；通知；警告 vi.建议；与…商量

158 agency 1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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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allows 1 [ə'laʊz] 允许

161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162 answer 1 ['ɑ:nsə, 'æn-] vt.回答；符合 vi.回答；符合 n.回答；答案；答辩

163 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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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165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66 bathroom 1 ['bɑ:θrum] n.浴室；厕所；盥洗室

16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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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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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blows 1 英 [bləʊ] 美 [bloʊ] n. 打击；殴打；吹 v. 吹；风吹；擤(鼻子)；(保险丝)熔断；<口>浪费(机会)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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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73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174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175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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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certain 1 ['sə:tən] adj.某一；必然的；确信；无疑的；有把握的 pron.某些；某几个 n.(Certain)人名；(葡)塞尔塔因；(法)塞尔坦

178 chances 1 英 [tʃɑːns] 美 [tʃæns] n. 可能性；机会；偶然性 v. 偶然发生；碰巧；冒 ... (的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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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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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182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183 combustion 1 [kəm'bʌstʃən] n.燃烧，氧化；骚动

184 conditioner 1 [kən'diʃənə] n.调节器；调节剂；调料槽

185 conditioning 1 n.调节；条件作用；整修；训练，健身训练 v.以…为条件（condition的ing形式）

186 containing 1 [kən'teɪnɪŋ] n. 包含；包括 v. 容纳；包含；抑制；克制（动词contain的现在分词）

187 contaminant 1 [kən'tæminənt] n.污染物；致污物

188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89 controlling 1 [kən'trəuliŋ] n.控制 v.控制；管理（control的ing形式）；验证

190 cooling 1 ['ku:liŋ] adj.冷却的 n.冷却 n.(Cooling)人名；(英)库林

191 correctly 1 [kə'rektli] adv.正确地；得体地

192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193 cross 1 n.交叉，十字；十字架，十字形物 vi.交叉；杂交；横过 vt.杂交；渡过；使相交 adj.交叉的，相反的；乖戾的；生气的

194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95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96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97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198 directly 1 [英 [də̍ rektli] 美 [dɪˈrɛktli, daɪ-]] adv.直接地；立即；马上；正好地；坦率地 conj.一…就

199 distancing 1 ['dɪstəns] n. 距离；路程；远方 vt. 与 ... 保持距离；把(对手)甩在后面

200 draw 1 [drɔ:] vt.画；拉；吸引 vi.拉；拖 n.平局；抽签 n.(Draw)人名；(英)德劳



201 drawing 1 ['drɔ:iŋ] n.图画；牵引；素描术 v.绘画；吸引（draw的ing形式）；拖曳

202 draws 1 [drɔː z] n. 拉；吸入；抽取 名词draw的复数形式.

203 drop 1 [drɔp] vt.滴；使降低；使终止；随口漏出 vi.下降；终止 n.滴；落下；空投；微量；滴剂

204 droplet 1 ['drɔplit] n.小滴，微滴

205 droplets 1 [d'rɒplets] 液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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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enclosed 1 [in'kləuzd] adj.被附上的；与世隔绝的 v.附上（enclo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8 enters 1 英 ['entə(r)] 美 ['entər] v. 进入 【计算机】送入

209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210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211 equip 1 [i'kwip] vt.装备，配备

212 equipment 1 [i'kwipmənt] n.设备，装备；器材

213 esp 1 [,i: es 'pi:; ,i:es'pi:] abbr.电子稳定程序（ElectronicStabilityProgram）；超感觉力（ExtrasensoryPerception）

214 established 1 [i'stæbliʃt] adj.确定的；已制定的，已建立的

215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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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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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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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facing 1 ['feisiŋ] n.饰面；衣服等的贴边

220 filter 1 [filtə] vi.滤过；渗入；慢慢传开 n.滤波器；[化工]过滤器；筛选；滤光器 vt.过滤；渗透；用过滤法除去 n.(Filter)人名；
(德)菲尔特

221 filtration 1 [fil'treiʃən] n.过滤；筛选

222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223 fingers 1 ['fɪŋɡəz] n. 手指 名词finger的复数形式.

224 floors 1 英 [flɔː(r)] 美 [flɔːr] n. 地面；地板；楼层；底部 vt. 铺地板；击倒；(油门)踩到底

225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226 fresh 1 [freʃ] adj.新鲜的；清新的；淡水的；无经验的 n.开始；新生；泛滥 adv.刚刚，才；最新地

227 gas 1 [gæs] n.气体；[矿业]瓦斯；汽油；毒气 vt.加油；毒（死） vi.加油；放出气体；空谈 n.(Gas)人名；(法、德、西)加斯

228 general 1 adj.一般的，普通的；综合的；大体的 n.一般；将军，上将；常规 n.(General)人名；(英)杰纳勒尔

229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230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31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232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233 here 1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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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236 humidity 1 [hju:'midəti] n.[气象]湿度；湿气

237 important 1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238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239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24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241 inside 1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242 intakes 1 ['ɪnteɪks] 摄入量

243 issue 1 ['iʃju:, 'isju:] n.问题；流出；期号；发行物 vt.发行，发布；发给；放出，排出 vi.发行；流出；造成…结果；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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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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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kitchens 1 n. 厨房 名词kitche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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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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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lists 1 ['lists] n.竞技场 竞技场围栏

250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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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lo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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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lower 1 ['ləuə] vt.减弱，减少；放下，降下；贬低 vi.降低；减弱；跌落 adj.下游的；下级的；下等的 n.(Lower)人名；(英、意)洛
厄

254 lowest 1 ['ləuist] adj.最低的；最小的（low的最高级）；最底下的

255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256 many 1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257 masks 1 英 [mɑːsk] 美 [mæsk] n. 伪装；面罩；面具；[计算机]掩码 v. 掩饰；戴面具；遮盖

258 middle 1 adj.中间的，中部的；中级的，中等的 n.中间，中央；腰部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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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mo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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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262 moving 1 ['mu:viŋ] adj.移动的；动人的；活动的 v.移动（move的ing形式）

263 naturally 1 ['nætʃərəli] adv.自然地 自然而然地 轻而易举 天生地 大方地

264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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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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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numb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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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7 officials 1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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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ones 1 [wʌnz] n.刻录软件

270 optimal 1 ['ɔptiməl] adj.最佳的；最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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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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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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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particles 1 ['paː tɪklz] n. 碎木料 名词particle的复数形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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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place 1 [pleis] n.地方；住所；座位 vt.放置；任命；寄予 vi.名列前茅；取得名次 n.(Place)人名；(罗)普拉切；(法)普拉斯；(英)普
莱斯

277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8 procedure 1 [prə'si:dʒə] n.程序，手续；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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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producing 1 [prə'djuːsɪŋ] n. 生产 动词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81 professional 1 [prə'feʃənəl] adj.专业的；职业的；职业性的 n.专业人员；职业运动员

282 proposed 1 英 [prəʊ'pəʊzd] 美 [prə'poʊzd] adj. 被提议的

283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284 protection 1 [prəu'tekʃən] n.保护；防卫；护照



285 pulling 1 ['pʊlɪŋ] 动词pull的现在分词形式

286 purposes 1 英 ['pɜːpəs] 美 ['pɜːrpəs] n. 目的；决心；意图；议题 v. 打算；决意

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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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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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91 reduces 1 英 [rɪ'djuːs] 美 [rɪ'duːs] v. 减少；缩小；使落魄；简化；还原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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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remind 1 [ri'maind] vt.提醒；使想起

294 removes 1 [rɪ'muːvz] 引语排版

295 requirements 1 英 [rɪ'kwaɪəmənt] 美 [rɪ'kwaɪərmənt] n. 必要条件；要求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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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98 risk 1 [risk] n.风险；危险；冒险 vt.冒…的危险 n.(Risk)人名；(英、阿拉伯)里斯克

299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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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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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searched 1 ['sɜ tːʃt] 动词search的过去式，动词search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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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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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30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306 simply 1 ['simpli] adv.简单地；仅仅；简直；朴素地；坦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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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1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309 sometimes 1 ['sʌmtaimz] adv.有时，间或

310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311 standard 1 ['stændəd] n.标准；水准；旗；度量衡标准 adj.标准的；合规格的；公认为优秀的 n.(Standard)人名；(英)斯坦达德；
(德)施坦达德

312 stay 1 [stei] vi.停留；坚持；暂住；停下 vt.坚持；暂住；抑制 n.逗留；停止；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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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15 suggestions 1 n. 意见；示意 名词suggestion的复数形式.

316 suggests 1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317 surfaces 1 英 ['sɜːfɪs] 美 ['sɜːr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
露；在表面工作

318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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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321 transmission 1 [trænz'miʃən, træns-, trɑ:n-] n.传动装置，[机]变速器；传递；传送；播送

322 transmitting 1 [trænz'mɪtɪŋ] n. 传送 动词transmit的现在分词形式.

323 turn 1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324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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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unwanted 1 [,ʌn'wɔntid] adj.不需要的；有害的；讨厌的；空闲的



327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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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us 1 pron.我们

329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30 ventilating 1 ['ventɪleɪtɪŋ] n. 通风；通气；公开讨论 动词ventilate的现在分词形式.

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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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virus 1 ['vaiərəs] n.[病毒]病毒；恶毒；毒害 n.(Virus)人名；(西)比鲁斯

333 warn 1 [wɔ:n] vt.警告，提醒；通知 vi.发出警告，发出预告 n.(Warn)人名；(英)沃恩；(德)瓦恩

334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35 washing 1 ['wɔʃiŋ, 'wɔ:ʃ-] n.洗涤；洗涤剂；要洗的衣物 adj.洗涤用的，清洗用的 v.洗；使受洗礼（wash的ing形式）

336 water 1 n.水；海水；雨水；海域，大片的水 vt.使湿；供以水；给…浇水 vi.加水；流泪；流口水 n.(Water)人名；(英)沃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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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8 wearing 1 [wεə riŋ, wεərŋ, 'wεəriŋ] adj.磨损的；穿用的；令人疲倦的 v.穿着；磨损（wear的ing形式） n.(Wearing)人名；(英)韦尔林

339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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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342 widespread 1 ['waid'spred] adj.普遍的，广泛的；分布广的

343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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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orkplaces 1 工作场所

346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47 yes 1 [jes] adv.是,是的 n.是（表示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