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0 [Health and Lifestyle] Half Of US Cosmetics Contain
Toxic Chemicals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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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cross 1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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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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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ditional 1 [ə'diʃənəl] adj.附加的，额外的

6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7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8 administration 1 [əd,mini'streiʃən] n.管理；行政；实施；行政机构

9 advance 1 [əd'vɑ:ns, əd'væns] n.发展；前进；增长；预付款 vt.提出；预付；使……前进；将……提前 vi.前进；进展；上涨 adj.预先
的；先行的

10 agency 3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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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lso 4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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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15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6 analyze 2 ['ænəlaiz] vt.对…进行分析，分解（等于analyse）

17 and 2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8 anger 1 ['æŋgə] n.怒，愤怒；忿怒 vt.使发怒，激怒；恼火 vi.发怒；恼火 n.(Anger)人名；(罗)安杰尔；(法)安热；(德、捷、瑞典)
安格尔

19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20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 annoyance 1 [ə'nɔiəns] n.烦恼；可厌之事；打扰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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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ppearance 2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24 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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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6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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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hley 1 n.艾希莉（人名）

28 asked 1 [æskt] n.卖方要价 v.问（ask的过去式）

29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0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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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32 babies 1 ['beɪbi] n. 婴儿；宝贝儿；孩子气的人 adj. 婴儿的；小型的 vt. 溺爱

33 ban 2 [bæn] vt.禁止，取缔 n.禁令，禁忌 n.(Ban)人名；(日)蕃(名)；(缅、老、柬)班；(东南亚国家华语)万；(法)邦；(中)饼(广东
话·威妥玛)；(德、塞、罗、阿拉伯)巴恩；(英)班恩

34 base 1 [beis] n.基础；底部；垒 adj.卑鄙的；低劣的 vt.以…作基础 n.(Base)人名；(日)马濑(姓)

35 bases 1 ['beisi:z] n.基础（base的复数形式）；根据；主要成分 n.(Bases)人名；(西)巴塞斯

36 beauty 2 ['bju:ti] n.美；美丽；美人；美好的东西

37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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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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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betray 1 [bi'trei] vt.背叛；出卖；泄露（秘密）；露出…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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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etrayed 1 [bɪ'treɪ] vt. 背叛；出卖；泄露；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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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ill 2 [bil] n.[法]法案；广告；账单；[金融]票据；钞票；清单 vt.宣布；开账单；用海报宣传

44 bills 1 [bɪls] n. 账单；纸钞；汇票；法案 名词bill的复数形式.

45 birth 1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46 blumenthal 3 n. 布卢门撒尔

47 bod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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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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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50 buys 1 [baɪ] vt. 购买；买；获得；收买；<俚>相信 vi. 买 n. 购买；便宜货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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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alculate 1 ['kælkjuleit] vi.计算；以为；作打算 vt.计算；预测；认为；打算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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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calls 1 ['kɔː lz] n. 呼唤；命令；电话；调用 名词call的复数形式.

55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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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57 cancer 1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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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caused 1 [kɔː zd] v. 引起；使发生（动词cause的过去式与过去分词形式）

60 causing 1 [kɔː z] vt. 引起；使发生 n. 原因；理由；事业

61 chemical 1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62 chemicals 11 ['kemɪklz] n. 化学药品；化学制品 名词chemical的复数形式

63 claims 1 [kleɪm] n. 要求；要求权；主张；断言；声称；要求物 vt. 要求；请求；主张；声称；断言

64 cleaning 1 ['kli:niŋ] n.清洗；清除；去污；大败 v.清洁（clean的ing形式）

65 collecting 1 [kə'lekt] v. 收集；聚集；募捐；运走；使（自己）镇定

66 collins 1 ['kɔlinz] n.柯林斯（姓氏名）；柯林斯酒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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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comme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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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70 companies 1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71 concern 1 vt.涉及，关系到；使担心 n.关系；关心；关心的事；忧虑

72 condition 3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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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conference 1 n.会议；讨论；协商；联盟；（正式）讨论会；[工会、工党用语]（每年的）大会 vi.举行或参加（系列）会议

75 congress 1 ['kɔŋgres, kən'gres] n.国会；代表大会；会议；社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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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Connecticut 1 n.美国康涅狄格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78 considering 1 [kən'sidəriŋ] prep.考虑到；就...而论 conj.考虑到 v.考虑到（consider的ing形式）

79 considers 1 英 [kən'sɪdə(r)] 美 [kən'sɪdər] v. 考虑；思考；认为；体谅；注视

80 consumer 3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81 contain 4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82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83 containers 1 [kən'teɪnəs] n. 器皿 名词contain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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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continues 1 [kən'tɪnju ]ː v. 继续；连续；维持；持续

86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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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cooking 1 n.烹饪 adj.烹调的 v.烹调；筹划（cook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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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osmetic 1 [kɔz'metik] adj.美容的；化妆用的 n.化妆品；装饰品

90 cosmetics 13 [kɒz'metɪks] n. 化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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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country 1 n.国家，国土；国民；乡下，农村；乡村；故乡 adj.祖国的，故乡的；地方的，乡村的；国家的；粗鲁的；乡村音乐
的

93 coverings 1 ['kʌvərɪŋz] n. 覆盖物

94 cream 1 [kri:m] n.奶油，乳脂；精华；面霜；乳酪

95 Daly 1 ['deili] abbr.DisabilityAdjustedofLifeYears，伤残调整生命年 n.(Daly)人名；(英)戴利；(西、葡、阿拉伯)达利

96 dame 1 [deim] n.夫人；年长妇女 n.(Dame)人名；(法)达姆

97 dangerous 1 ['deindʒərəs] adj.危险的 危险地

98 data 3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99 debbie 1 ['debi] n.黛比（女子名，等于Debby）

100 democrat 2 ['deməkræt] n.民主党人；民主主义者；民主政体论者

101 detrimental 1 [,detri'mentəl] adj.不利的；有害的 n.有害的人（或物）；不受欢迎的求婚者

102 did 1 [did] v.做（do的过去式）

103 dingell 1 n. 丁格尔

104 displeasure 1 [dis'pleʒə] n.不愉快；不满意；悲伤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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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does 2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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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drinking 1 ['driŋkiŋ] n.喝，饮；喝酒 v.饮（drink的ing形式）；喝

109 dru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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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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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112 element 1 ['elimənt] n.元素；要素；原理；成分；自然环境 n.(Element)人名；(德)埃勒门特；(英)埃利门特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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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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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nvironmental 2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16 epa 1 abbr. 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117 etc 2 adv.等等，及其他

118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119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120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121 exposure 2 [ik'spəuʒə] n.暴露；曝光；揭露；陈列

122 eye 2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123 f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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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25 facts 1 n. 事实 名词fact的复数形式.

126 FDA 4 [ˌefdiː 'eɪ] abbr. 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127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28 fighter 1 ['faitə] n.战士，斗争者；斗士；奋斗者；好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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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floor 1 [flɔ:] n.地板，地面；楼层；基底；议员席 vt.铺地板；打倒，击倒；（被困难）难倒

131 fluorine 6 ['flu（:）əri:n] n.[化学]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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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food 2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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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forever 1 [fə'revə] adv.永远；不断地；常常

135 found 6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36 foundation 2 [faun'deiʃən] n.基础；地基；基金会；根据；创立

137 foundations 1 [fɑʊn'deɪʃəns] n. 地基 名词found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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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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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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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gaseous 1 ['gæsiəs] adj.气态的，气体的；无实质的

142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gone现在分词going）

143 g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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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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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47 half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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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149 harmful 1 ['hɑ:mful] adj.有害的；能造成损害的

150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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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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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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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ealth 5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54 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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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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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57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58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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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ouse 1 [haus, hauz] n.住宅；家庭；机构；议会；某种用途的建筑物 vt.覆盖；给…房子住；把…储藏在房内 vi.住 n.(House)人
名；(英)豪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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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howe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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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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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65 improve 2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66 in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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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68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9 increasing 1 [in'kri:siŋ] adj.越来越多的，渐增的 v.增加，加大（increase的ing形式）

170 Indiana 1 [,indi'ænə] n.印第安纳州（美国中部的州）

171 indicator 2 n.指标，标志，迹象；指示器；[试剂]指示剂；[计]指示符；压力计

172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173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74 ingredient 2 [in'gri:diənt] n.原料；要素；组成部分 adj.构成组成部分的

175 introduced 2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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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irritating 2 ['iriteitiŋ] adj.刺激的；气人的；使愤怒的 v.刺激（irritate的ing形式）；激怒

177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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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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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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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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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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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185 lawmakers 1 n.立法者( lawmaker的名词复数 )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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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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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egislation 2 [,ledʒis'leiʃən] n.立法；法律

189 letters 1 [letəz] n.[语]字母；书信；读者投书栏（letter的复数） v.用字母标明；用印刷体写（letter的第三人称单数）

190 levels 4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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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193 lip 1 [lip] n.嘴唇；边缘 vt.以嘴唇碰 adj.口头上的 vi.用嘴唇 n.(Lip)人名；(法)利普；(中)猎(广东话·威妥玛)；(柬)利；(东南亚国家
华语)立

194 lipstick 2 ['lipstik] n.口红；唇膏 vt.涂口红 vi.涂口红

195 listed 1 ['listid] adj.列出的；表列的；已登录的 v.列出；登记（list的过去分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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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98 lotion 1 ['ləuʃən] n.洗液；洗涤剂

199 l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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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made 1 [meid] adj.成功的；创造的 v.做，使，安排（mak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Made)人名；(塞)马德

201 Maine 1 [mein] n.缅因州（美国州名）

202 m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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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makeup 4 ['meikʌp] n.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204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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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marked 1 [mɑ:kt] adj.显著的；有记号的 v.表示（mark的过去分词）；作记号；打分数

207 mascara 1 [mæs'kærə] n.染眉毛油；染睫毛膏 vt.在…上涂染眉毛膏 n.(Mascara)人名；(意)马斯卡拉

208 mascaras 1 英 [mæ'skɑ rːə] 美 [mæ'skærə] n. 睫毛膏 v. 上睫毛膏

209 matteo 2 n. 马泰奥

210 Matthew 1 ['mæθju:] n.马太福音（新约第一卷）；马太（耶稣12门徒之一）；马修（姓氏，男子名）

211 message 1 ['mesidʒ] n.消息；差使；启示；预言；广告词 vi.报信，报告；[通信]报文 vt.通知

212 Michigan 1 ['miʃigən] n.美国密歇根州；密歇根

213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214 molecules 1 ['mɒlɪkju lːz] n. [化]分子学 名词molecule的复数形式.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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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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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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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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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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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newborn 1 ['nju:bɔ:n] adj.新生的；再生的 n.婴儿

221 news 1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222 not 6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223 notes 1 英 [nəʊt] 美 [noʊt] n. 笔记；便条；纸币；音符；票据；注解；音调 vt. 注意；记录；注解

224 nothing 2 ['nʌθiŋ] neg.没什么；毫不 n.无；零；不关紧要之事 adv.毫不；决不 pron.无事；无物 int.什么也没有

225 notre 1 adj.（法）我们的

226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227 O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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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on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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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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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or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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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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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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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oversees 1 英 [ˌəʊvə'siː ] 美 [ˌoʊvər'siː ] vt. 监督；监管；监视

234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35 particular 1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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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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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pfas 19 (=performic acid-Schiff reaction) 过氧甲酸-席夫反应

239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40 polluted 1 [pə'lju:tid] adj.受污染的；被玷污的 v.污染（pollu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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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powder 1 ['paudə] n.粉；粉末；[化工][军]火药；尘土 vt.使成粉末；撒粉；搽粉于 vi.搽粉；变成粉末

243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244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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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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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47 products 10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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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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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published 4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51 p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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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recent 2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253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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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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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regulation 1 [,regju'leiʃən] n.管理；规则；校准 adj.规定的；平常的

257 regulations 1 [reɡjʊ'leɪʃnz] n. 规程；条例 名词regulation的复数形式.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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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relating 1 [rɪ'leɪtɪŋ] adj. 关联的 动词relate的现在分词.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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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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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reported 2 [ri'pɔ:tid] adj.报告的；据报道的 v.报道（report的过去分词）；报告；记录

262 representative 1 [,repri'zentətiv] adj.典型的，有代表性的；代议制的 n.代表；典型；众议员

263 representatives 1 [reprɪ'zentətɪvz] n. 众议院议员；代表 名词representative的复数形式.

264 republican 1 [ri'pʌblikən] adj.共和国的；共和政体的；共和主义的；拥护共和政体的 n.共和主义者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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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6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68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269 risks 2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70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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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ays 1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273 science 2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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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enator 2 ['senətə] n.参议员；（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评议员，理事 n.(Senator)人名；(瑞典、斯威)塞纳托尔

276 senators 1 n.参议员( senator的名词复数 )

277 serious 1 ['siəriəs, 'si:r-] adj.严肃的，严重的；认真的；庄重的；危急的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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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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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several 2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281 s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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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sheet 1 [ʃi:t] n.薄片，纸张；薄板；床单 vt.覆盖；盖上被单；使成大片 vi.成片流动；大片落下 adj.片状的 n.(Sheet)人名；(英)希
特

283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284 shows 1 ['ʃəʊz] n. 表明；说明；放映；展览 名词show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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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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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7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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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9 sold 1 [səuld] v.卖，销售（se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n.(Sold)人名；(瑞典)索尔德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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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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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specific 3 [spi'sifik] adj.特殊的，特定的；明确的；详细的；[药]具有特效的 n.特性；细节；特效药

293 spelled 1 [spel] v. 拼写；拼成；导致；暂时代替 n. 咒语；魔力；一段时间；一阵发作；轮班

294 spokesperson 1 ['spəuks,pə:sən] n.发言人；代言人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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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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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 Stat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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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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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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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studies 3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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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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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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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4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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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5 such 2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306 supported 1 [sə'pɔː tɪd] adj. 支持的 动词suppo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7 supporters 1 [sə'pɔː təz] n. 支持者；载体

308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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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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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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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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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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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5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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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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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7 the 5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318 thei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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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320 they 4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321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322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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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 Thompson 1 ['tɔmpsn] n.汤普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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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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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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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toxic 1 ['tɔksik] adj.有毒的；中毒的

328 trust 1 ['trʌst] n.信任，信赖；责任；托拉斯 vt.信任，信赖；盼望；赊卖给 vi.信任，信赖；依靠 n.(Trust)人名；(英)特拉斯特

329 trusted 1 [trʌst] n. 信任；信托 vi. 信任 vt. 相信；委托

330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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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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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 us 2 pron.我们

334 us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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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5 used 5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336 usually 3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337 ve 1 委内瑞拉 n.(Ve)人名；(挪)韦

338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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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9 violation 1 [,vaiə'leiʃən] n.违反；妨碍，侵害；违背；强奸

340 VOA 2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41 voluntarily 1 ['vɔləntərili] adv.自动地；以自由意志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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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344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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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5 waterproof 1 ['wɔ:təpru:f, 'wɔ-] adj.防水的，不透水的 vt.使防水 n.防水材料

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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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7 w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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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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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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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 website 4 ['websaɪt] n. 网站

351 weight 1 [weit] n.重量，重力；负担；砝码；重要性 vt.加重量于，使变重 n.(Weight)人名；(英)韦特；(捷)魏格特

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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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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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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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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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8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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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0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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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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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your 3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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