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5 [Arts and Culture] Making Whiskey without Oak Barrels,
How Does It Tast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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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f 16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4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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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skey 14 ['hwiski] n.威士忌酒 adj.威士忌酒的

6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7 this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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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he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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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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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nk 6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13 barrels 5 ['bærəl] n. 桶；枪管；一桶的量；炮管；大量；笔管；汽油桶 vi. 快速移动 vt. 把 ... 装桶

14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smal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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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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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they 5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8 wood 5 [wud] n.木材；木制品；树林 vi.收集木材 vt.植林于；给…添加木柴 n.(Wood)人名；(英、法、西、葡、阿拉伯)伍德

19 alcohol 4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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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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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arrel 4 ['bærəl] vt.把……装入桶内 n.桶；枪管，炮管 vi.快速移动 n.(Barrel)人名；(法、意)巴雷尔

23 bespoken 4 [bi'spəukən] v.预约；显示（bespeak的过去分词）

24 oak 4 [əuk] n.橡树；橡木色；橡木家具 adj.栎树的；栎木制的 n.(Oak)人名；(英)奥克

25 taste 4 [teist] n.味道；品味；审美 vt.尝；体验 vi.尝起来；有…的味道 n.(Taste)人名；(法)塔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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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aron 3 ['εərən] n.亚伦（男子名）；亚伦（摩西之兄，犹太教的第一祭司长）

28 added 3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29 chemical 3 ['kemikəl] n.化学制品，化学药品 adj.化学的

30 does 3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31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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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kudra 3 库德拉

34 lab 3 [læb] n.实验室，研究室

35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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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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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permits 3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38 process 3 ['prəuses, 'prɔ-] vt.处理；加工 n.过程，进行；方法，步骤；作用；程序；推移 vi.列队前进 adj.经过特殊加工（或处理）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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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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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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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lcoholic 2 [,ælkə'hɔlik] adj.酒精的，含酒精的 n.酒鬼，酗酒者

4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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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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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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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47 climate 2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48 co 2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49 color 2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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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onsumer 2 [kən'sju:mə] n.消费者；用户，顾客

52 cutting 2 ['kʌtiŋ] n.[机]切断；剪辑；开凿 adj.锋利的；严寒的；尖酸刻薄的 v.削减（cut的ing形式）；采伐；切开 n.(Cutting)人
名；(英)卡廷

53 dow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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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founder 2 ['faundə] vi.失败；沉没；倒塌；变跛 vt.破坏；使摔倒；垮掉 n.创始人；建立者；翻沙工

55 g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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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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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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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identity 2 [ai'dentəti] n.身份；同一性，一致；特性；恒等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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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introduced 2 [ɪntrəd'juːst] v. 介绍，引进（动词int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1 janousek 2 n. 雅努塞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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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less 2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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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ad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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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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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aking 2 ['meikiŋ] n.发展；制造；形成 v.制作（make的现在分词）

68 metal 2 ['metəl] n.金属；合金 vt.以金属覆盖 adj.金属制的 n.(Metal)人名；(捷)梅塔尔；(瑞典)梅塔尔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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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no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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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often 2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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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perce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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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75 size 2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76 sort 2 [sɔ:t] n.种类；方式；品质 vi.分类；协调；交往 vt.将…分类；将…排序；挑选出某物

77 spends 2 [s'pendz] n. 开支，花费（spend的复数形式） v. 花费（动词spen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78 spirits 2 ['spɪrɪts] n. 精力；情绪；烈酒 名词spirit的复数形式.

79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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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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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tastes 2 [teɪst] n. 味觉；味道；尝试；品味；爱好 v. 品尝；有 ... 味道的；体验

82 tend 2 [tend] vi.趋向，倾向；照料，照顾 vt.照料，照管

83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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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ongue 2 [tʌŋ] n.舌头；语言 vt.舔；斥责；用舌吹 vi.说话；吹管乐器 n.(Tongue)人名；(英)唐

86 tree 2 [tri:] n.树；木料；树状物 vt.把...赶上树 vi.爬上树；逃上树 n.(Tree)人名；(英)特里

87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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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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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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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aged 1 ['eidʒid] adj.年老的；…岁的；老年人特有的 v.老化（age的过去式）；成熟；变老

92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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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angel 1 ['eindʒəl] n.天使；守护神；善人 vt.出钱支持 n.(Angel)人名；(德、塞、俄、保、瑞典、挪)安格尔；(土)安盖尔；(法、葡)
安热尔；(西)安赫尔；(英、罗)安杰尔

95 avoid 1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96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97 bartender 1 ['bɑ:,tendə] n.酒保，酒吧间销售酒精饮料的人；酒吧侍者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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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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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akers 1 n.高脚杯( beaker的名词复数 ); 烧杯

101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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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beings 1 ['biː ɪŋz] n. 人；n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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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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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brown 1 [braun] adj.棕色的，褐色的；太阳晒黑的 vi.变成褐色 n.褐色，棕色 vt.使变成褐色 n.(Brown)人名；(英、意、芬、捷、
德、法、西、葡)布朗

107 burn 1 [bə:n] vt.燃烧；烧毁，灼伤；激起…的愤怒 vi.燃烧；烧毁；发热 n.灼伤，烧伤；烙印 n.(Burn)人名；(英)伯恩

108 burning 1 ['bə:niŋ] adj.燃烧的；强烈的；发热的 n.燃烧 vi.燃烧（burn的现在分词）

109 b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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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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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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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alifornia 1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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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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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auses 1 [kɔː zɪz] n. 原因，理由；事业 名词cause的复数形式.

116 changes 1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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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hromatograph 1 ['krəumətəgrɑ:f] vt.用色谱法分析 n.套色版；色层分析计

119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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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commercial 1 [kə'mə:ʃəl] adj.商业的；营利的；靠广告收入的 n.商业广告

122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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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25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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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co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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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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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29 curved 1 [kə:vd] adj.弯曲的；弄弯的 n.倒弧角 vt.弯曲（curve的过去式）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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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days 1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132 deep 1 [di:p] n.深处；深渊 adj.深的；低沉的；深奥的 adv.深入地；深深地；迟 n.(Deep)人名；(英)迪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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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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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36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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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gg 1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139 ends 1 ['endz] n. 结束；结局 名词end的复数形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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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nvironmentally 1 [en,vairən'mentli] adv.有关环境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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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vaporation 1 [i,væpə'reiʃən] n.蒸发；消失

144 ferment 1 [fə:'ment, 'fə:ment] n.发酵；酵素；动乱 vi.发酵；动乱 vt.使发酵；酝酿；使动乱 n.(Ferment)人名；(法)费尔芒

145 fermented 1 英 ['fɜːment] 美 ['fɜ rːment] n. 发酵；酵素；动乱 v. （使）发酵；动乱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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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finger 1 ['fiŋgə] n.手指；指针，指状物 vt.伸出；用手指拨弄 vi.用指触摸；拨弄 n.(Finger)人名；(英、德、捷)芬格；(俄)芬格尔

148 five 1 [faiv] n.五，五个；五美元钞票 num.五，五个 adj.五的；五个的 n.(Five)人名；(挪)菲弗

149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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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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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Francisco 1 [fræn'siskəu] n.弗朗西斯科（男子名，等于Francis）

154 friendly 1 ['frendli] adj.友好的；亲切的；支持的；融洽的，和睦的 adv.友善地；温和地 n.(Friendly)人名；(英)弗兰德利

155 getting 1 ['ɡetɪŋ] n. 获得 动词get的现在分词.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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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goods 1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158 grains 1 [greins] n.[作物]谷粒（grain的复数）；双齿鱼叉，多齿鱼叉

159 happens 1 ['hæpən] vi. 发生；碰巧；出现；偶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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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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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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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instead 1 adv.代替；反而；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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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knowing 1 ['nəuiŋ] adj.博学的；狡猾的；心照不宣的 n.认知 v.知道；认识；确信（know的ing形式）

166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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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lightly 1 ['laitli] adv.轻轻地；轻松地；容易地；不费力地

169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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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lose 1 [lu:z] vt.浪费；使沉溺于；使迷路；遗失；错过 vi.失败；受损失 n.(Lose)人名；(英)洛斯；(德)洛泽

171 lost 1 [lɔst, lɔ:st] adj.失去的；丧失的；迷惑的 v.遗失（lose的过去分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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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martin 1 ['mɑ:tin] n.紫崖燕

174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175 Menlo 1 n. 门洛(在美国；西经 85º25' 北纬 34º30')

176 Michael 1 ['maikəl] n.迈克尔（男子名）

177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178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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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81 movable 1 ['mu:vəbl] adj.动产的；可移动的；不固定的 n.动产；可移动的东西

182 Nathan 1 ['neiθən] n.南森（男子名）

183 not 1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84 officer 1 ['ɔfisə, 'ɔ:-] n.军官，警官；公务员，政府官员；船长 vt.指挥 n.(Officer)人名；(英)奥菲瑟

185 other 1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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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驱逐

187 oxidation 1 [,ɔksi'deiʃən] n.[化学]氧化

188 oxygen 1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189 park 1 [pɑ:k] n.公园；[交]停车场 vt.停放；放置；寄存 vi.停放车辆 n.(Park)人名；(英、芬、瑞典)帕克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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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92 permitting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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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195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96 prefers 1 英 [prɪ'fɜ (ːr)] 美 [prɪ'fɜ rː] vt. 宁可；较喜欢；提出（控告）

197 production 1 [prəu'dʌkʃən] n.成果；产品；生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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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quince 1 [kwins] n.温柏；柑橘 n.(Quince)人名；(法)坎斯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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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request 1 [ri'kwest] n.请求；需要 vt.要求，请求

202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03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04 rid 1 [rid] vt.使摆脱；使去掉 n.(Rid)人名；(英)里德

205 right 1 [rait] adj.正确的；直接的；右方的 vi.复正；恢复平稳 n.正确；右边；正义 adv.正确地；恰当地；彻底地 vt.纠正 n.(Right)
人名；(英)赖特

206 round 1 [raund] n.圆；循环；一回合；圆形物 adj.圆的；完全的；大概的；肥胖的 adv.在周围；迂回地；朝反方向；挨个 vt.完
成；围捕；绕行；弄圆 vi.进展；变圆；环行；发胖 prep.附近；绕过；大约；在…周围 n.(Round)人名；(英)朗德

207 runs 1 [rʌnz] n. 腹泻 名词run的复数形式；动词run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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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10 scientific 1 [,saiən'tifik] adj.科学的，系统的

211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212 senses 1 [[sens] n. 感觉；意义；判断力 名词sense的复数形式.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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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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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hand 1 n. 尚德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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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n.(Sharp)人名；(英)夏普

21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18 sides 1 [saɪdz] n. 侧 名词side的复数形式.

219 silicon 1 ['silikən, -kɔn] n.[化学]硅；硅元素

220 smell 1 [smel] vi.嗅，闻；有…气味 vt.嗅，闻；察觉到；发出…的气味 n.气味，嗅觉；臭味

221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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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our 1 ['sauə] adj.酸的；发酵的；刺耳的；酸臭的；讨厌的 vi.发酵；变酸；厌烦 vt.使变酸；使失望 n.酸味；苦事 n.(Sour)人名；
(柬)索

224 speaking 1 ['spi:kiŋ] adj.演讲的；富于表情的，雄辩的 n.说话；演讲 v.讲（speak的ing形式）

225 speeds 1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226 splits 1 [splɪt] v. 分裂；将…分成若干部分；分摊；分离；劈开；裂开；<俚>离开 n. 劈开；裂口；分裂；一份；水果冰淇淋 adj.
分裂的；意见分歧的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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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toring 1 ['stɔ:riŋ] n.储存；保管 v.储存；供应（store的ing形式） adj.存储的

229 stu 1 [stju:] n.斯图（男子名，等于Stuart）

230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31 syringes 1 [si'rindʒi:z] n.耳咽管；鸣管

232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233 tasted 1 [teɪst] n. 味觉；味道；尝试；品味；爱好 v. 品尝；有 ... 味道的；体验

234 tasting 1 ['teistiŋ] n.品尝，尝味 v.品尝（tast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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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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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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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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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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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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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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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to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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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traditional 1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44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245 unique 1 [ju:'ni:k] adj.独特的，稀罕的；[数]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n.独一无二的人或物 n.(Unique)人名；(英)尤妮克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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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48 valley 1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249 vanilla 1 [və'nilə] n.香子兰，香草 adj.香草味的

250 vials 1 ['vaɪəl] n. 小瓶；药水瓶 v. 把 ... 放入小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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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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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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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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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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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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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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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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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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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6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62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63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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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ooden 1 ['wudən] adj.木制的；僵硬的，呆板的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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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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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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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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