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9-05 [Health and Lifestyle] Tea Drinkers Enjoy Possible
Health Benefits, Study Suggest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ility 1 [ə'biliti] n.能力，能耐；才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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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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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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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 adjust 1 [ə'dʒʌst] vt.调整，使…适合；校准 vi.调整，校准；适应

7 adjusted 1 [ə'dʒʌstid] adj.调整过的，调节了的 v.调整；校正（adjust的过去分词）

8 adults 1 [æ'dʌlts] n. 成年人；成年动物；成虫 名词adult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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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ainst 1 [ə'genst, ə'geinst] prep.反对，违反；靠；倚；防备 adj.不利的；对立的

11 age 1 [eidʒ] n.年龄；时代；寿命，使用年限；阶段 vi.成熟；变老 vt.使成熟；使变老，使上年纪 n.(Age)人名；(瑞典)阿格；(日)
扬(姓)；(西、荷)阿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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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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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lways 1 ['ɔ:lweiz, -wiz] adv.永远，一直；总是；常常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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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9 annals 1 ['ænəlz] n.年报；编年史；年鉴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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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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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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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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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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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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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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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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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haviors 2 [bɪheɪ'viː əʊz]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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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nefit 2 n.利益，好处；救济金 vt.有益于，对…有益 vi.受益，得益

32 benefits 4 ['benɪfɪt] n. 利益；津贴；义演；保险金；借助 vt. 有益于；得益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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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black 3 [blæk] adj.黑色的；黑人的；邪恶的 n.黑色；黑人；黑颜料 vt.使变黑；把鞋油等涂在…上；把（眼眶）打成青肿 vi.变黑
n.(Black)人名；(英、西)布莱克；(德、葡、捷)布拉克

35 bodily 1 ['bɔdili] adv.整体地；亲自地；以肉体形式 adj.身体的；肉体的 n.(Bodily)人名；(英)博迪利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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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38 British 1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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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mellia 1 [kə'mi:liə] n.山茶；山茶花；山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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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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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ncer 4 ['kænsə] n.癌症；恶性肿瘤

43 cannot 1 ['kænɔt, kæ'nɔt] v.不能；无法

44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45 Caty 2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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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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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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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hina 1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50 choi 2 (=(considered)characteristic(of)osteogenesis imperfecta) 被认为是成骨不全的特性

51 choices 1 ['tʃɔɪsɪs] n. 选择 名词choice的复数形式.

52 clear 1 [kliə] adj.清楚的；清澈的；晴朗的；无罪的 vt.通过；清除；使干净；跳过 vi.放晴；变清澈 adv.清晰地；完全地 n.清除；
空隙 n.(Clear)人名；(英)克利尔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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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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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mmon 1 ['kɔmən] adj.共同的；普通的；一般的；通常的 n.普通；平民；公有地 n.(Common)人名；(法)科蒙；(英)康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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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58 connection 1 n.连接；关系；人脉；连接件

59 contain 1 [kən'tein] vt.包含；控制；容纳；牵制（敌军） vi.含有；自制

60 container 1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61 contains 1 [kən'teɪnz] v. 包含 动词contain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62 cup 3 [kʌp] n.杯子；奖杯；酒杯 vt.使成杯状；为…拔火罐

63 cups 1 [kʌps] n. 杯子；奖杯 名词cup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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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day 2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66 death 2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67 deaths 2 ['deθs] 死亡人口

68 die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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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70 digestive 2 [di'dʒestiv, dai-] adj.消化的；助消化的 n.助消化药

71 disease 3 [di'zi:z] n.病，[医]疾病；弊病 vt.传染；使…有病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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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oes 1 [dʌz] v.做；工作；有用（d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Does)人名；(荷)杜斯

74 drink 4 [driŋk] vt.喝，饮；吸收；举杯庆贺 vi.喝酒；饮水；干杯 n.酒，饮料；喝酒

75 drinkers 5 n.饮酒者( drinker的名词复数 ); （尤指）酗酒者; 常饮…酒者; 常喝…饮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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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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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ase 1 [i:z] vt.减轻，缓和；使安心 n.轻松，舒适；安逸，悠闲 vi.减轻，缓和；放松；灵活地移动

79 effect 2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80 effects 1 [i'fekts] n.效果（effect的复数形式）；财物

81 elements 1 ['elɪmənts] n. 要素，元素；基本原则；恶劣天气 element的复数形式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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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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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njoy 3 [in'dʒɔi] vt.欣赏，享受；喜爱；使过得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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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enough 1 [i'nʌf] adv.足够地，充足地 n.很多；充足 adj.充足的 int.够了！

86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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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9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90 female 1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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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93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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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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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from 6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98 full 1 [ful] adj.完全的，完整的；满的，充满的；丰富的；完美的；丰满的；详尽的 adv.十分，非常；完全地；整整 vt.把衣服缝
得宽大 n.全部；完整

99 functioning 1 ['fʌŋkʃəniŋ] n.运行，运作；[计]功能；机能；起酌（function的动名词） v.运行，起作用（function的现在分词形
式）

100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1 gender 2 ['dʒendə] n.性；性别；性交 vt.生（过去式gendered，过去分词gendered，现在分词gendering，第三人称单数genders，形
容词genderless）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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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reen 5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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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hav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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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head 1 [hed] n.头；头痛；上端；最前的部分；理解力 vt.前进；用头顶；作为…的首领；站在…的前头；给…加标题 vi.出发；
成头状物；船驶往 adj.头的；主要的；在顶端的 n.(Head)人名；(英)黑德

107 health 6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8 healthier 1 ['helθiər] adj. 更健康的，更健壮的（形容词healthy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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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e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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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heat 1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112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13 hel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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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helpful 2 ['helpful] adj.有帮助的；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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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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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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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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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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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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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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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23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24 inflammation 2 [,inflə'meiʃən] n.[病理]炎症；[医]发炎；燃烧；发火

125 injury 1 ['indʒəri] n.伤害，损害；受伤处

126 inoue 2 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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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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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intake 1 ['inteik] n.摄取量；通风口；引入口；引入的量

130 internal 1 n.内脏；本质 adj.内部的；里面的；体内的；（机构）内部的

131 int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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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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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japan 1 [dʒə'pæn] n.漆器；日本亮漆 vt.在…上涂漆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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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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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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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40 lifestyle 1 ['laifstail] n.生活方式 保健的

141 li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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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ink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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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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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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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46 loss 1 [lɔs, lɔ:s] n.减少；亏损；失败；遗失 n.(Loss)人名；(匈)洛什；(法、德、意)洛斯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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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owered 1 ['laʊəd] adj. 降低的 动词low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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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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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maki 1 n. 梅基

152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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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Marion 1 ['mɛəriən] n.马里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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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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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ental 1 ['mentəl] adj.精神的；脑力的；疯的 n.精神病患者

159 methodology 1 [,meθə'dɔlədʒi] n.方法学，方法论

160 methods 1 ['meθədz] n. 方法 名词method的复数形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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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minor 1 adj.未成年的；次要的；较小的；小调的；二流的 n.未成年人；小调；辅修科目 vi.辅修 n.(Minor)人名；(英)迈纳；
(德、法、波、俄)米诺尔

163 moderate 1 ['mɔdərət, 'mɔdəreit] adj.稳健的，温和的；适度的，中等的；有节制的 vi.变缓和，变弱 vt.节制；减轻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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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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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67 nestle 1 ['nesl] vi.舒适地坐定；偎依；半隐半现地处于 vt.抱；安置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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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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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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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non 1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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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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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observational 1 [,ɔbzə'veiʃənəl] adj.观测的；根据观察的

175 observing 1 [əb'zəviŋ, ɔb-] adj.观察的；注意的；观察力敏锐的 v.观察；遵守（observe的ing形式）

176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77 offer 1 [ˈɒfə] vt.提供；出价；试图 n.提议；出价；意图；录取通知书 vi.提议；出现；献祭；求婚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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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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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oolong 1 ['u:lɔŋ, -lɔ:ŋ] n.乌龙茶（中国名茶之一）

181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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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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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pain 1 [pein] n.疼痛；努力 vt.使…痛苦；使…烦恼 vi.感到疼痛；引起疼痛 n.(Pain)人名；(意)帕因；(俄)派因；(法)潘；(英)佩因

185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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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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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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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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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please 1 [pli:z] vt.使喜欢；使高兴，使满意 vi.讨人喜欢；令人高兴 int.请（礼貌用语）

191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192 polyphenols 2 多酚类

193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94 possible 3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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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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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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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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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200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01 protective 1 [prəu'tektiv] adj.防护的；关切保护的；保护贸易的

202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203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204 question 1 ['kwestʃən] n.问题，疑问；询问；疑问句 vt.询问；怀疑；审问 vi.询问；怀疑；审问

205 race 1 n.属，种；种族，人种；家庭，门第；赛事，赛跑 vt.使参加比赛；和…竞赛；使急走，使全速行进 vi.比速度，参加竞
赛；全速行进 n.(Race)人名；(英)雷斯；(塞)拉采

206 raise 1 [reiz] vt.提高；筹集；养育；升起 vi.上升 n.高地；上升；加薪 n.(Raise)人名；(英)雷兹

207 redness 1 ['rednis] n.红；红色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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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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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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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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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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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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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esearc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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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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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response 1 [ri'spɔns] n.响应；反应；回答

216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217 result 1 [ri'zʌlt] n.结果；成绩；答案；比赛结果 vi.结果；导致；产生

218 retur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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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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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risks 1 [rɪsk] n. 危险；风险；投资报酬的风险 vt. 冒 ... 的危险；承受...的风险

221 rounded 1 ['raundid] adj.圆形的；全面的；丰满的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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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s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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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cientists 3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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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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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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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show 1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229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30 simpler 1 adj.更简单的（simple的比较级） n.(Simpler)人名；(瑞典)辛普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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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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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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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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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Stat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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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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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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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study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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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ubjects 1 ['sʌbdʒɪkts] n. 科目 名词subject的复数形式.

241 substances 1 n.物质( substance的名词复数 ); 实质; 物体; [哲学]1)。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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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suggests 2 [sə'dʒest] vt. 建议；暗示；使想起；表明；要求

244 sure 1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245 swelling 1 ['sweliŋ] n.肿胀；膨胀；增大；涨水 adj.膨胀的；肿大的；突起的 v.肿胀；膨胀；增多；趾高气扬（swell的ing形式）

246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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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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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tas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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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ea 21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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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a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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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the 2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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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them 2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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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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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8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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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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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thought 1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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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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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too 1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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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67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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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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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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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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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73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7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75 various 1 ['vεəriəs] adj.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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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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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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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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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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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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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were 2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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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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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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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who 3 pron.谁；什么人

289 why 1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290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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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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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9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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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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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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