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12-13 [Health and Lifestyle] A Way to Speed Up Composting
Proces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6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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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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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2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5 is 2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of 2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7 or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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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it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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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compost 19 ['kɔmpɔst] n.堆肥；混合物 vt.堆肥；施堆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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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as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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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can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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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container 10 [kən'teinə] n.集装箱；容器

14 for 10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5 with 9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6 b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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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8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8 not 8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9 O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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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soil 8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1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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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traditional 8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23 pu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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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this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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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7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26 b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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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materia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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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wi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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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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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omposting 5 英 ['kɒmpɒstɪŋ] 美 ['kɒmˌpoʊstɪŋ] n. 堆制肥料 动词compost的现在分词形式.

31 dow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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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matter 5 n.物质；事件 vi.有关系；要紧 n.(Matter)人名；(英、法)马特；(西)马特尔

33 organic 5 [ɔ:'gænik] adj.[有化]有机的；组织的；器官的；根本的

34 plants 5 [p'lɑːnts] n. 植物花卉；工厂（名词plant的复数形式） v. 种植；设立；建立；安插；栽赃（动词pl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
式）

35 proces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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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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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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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ox 4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40 commen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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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days 4 [deiz] adv.每天；在白天 n.天（day的复数形式）；时期 n.(Days)人名；(英)戴斯

42 fermentation 4 [,fə:men'teiʃən] n.发酵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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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if 4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45 inoculant 4 [i'nɔkjulənt] n.[机]变质剂；接种体，接种菌

46 in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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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liquid 4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48 on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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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oxygen 4 ['ɔksidʒən] n.[化学]氧气，[化学]氧

50 up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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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us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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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wate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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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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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add 3 [æd] vi.加；增加；加起来；做加法 vt.增加，添加；补充说；计算…总和 n.加法，加法运算

55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6 d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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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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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nzyme 3 ['enzaim] n.[生化]酶

59 food 3 [fu:d] n.食物；养料

60 garden 3 ['gɑ:dn] n.花园；菜园 vt.栽培花木 vi.从事园艺；在园中种植 n.(Garden)人名；(英、意、巴基)加登

61 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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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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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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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keep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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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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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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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need 3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68 ov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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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pile 3 [pail] n.堆；大量；建筑群 vt.累积；打桩于 vi.挤；堆积；积累 n.(Pile)人名；(西)皮莱；(英)派尔

70 should 3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71 sme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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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spout 3 [spaut] n.喷口；水龙卷；水落管；水柱 vt.喷出；喷射；滔滔不绝地讲；把…典当掉 vi.喷出；喷射；滔滔不绝地讲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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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take 3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75 using 3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76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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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whe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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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within 3 [wi'ðin, wi'θin] prep.在…之内 adv.在内部 n.里面

79 accou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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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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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81 adding 2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82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83 a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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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void 2 [ə'vɔid] vt.避免；避开，躲避；消除

85 away 2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86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87 bin 2 [bin] n.箱子，容器；二进制 vt.把…放入箱中 n.(Bin)人名；(意、柬)宾；(日)敏(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民

88 brea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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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cle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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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mments 2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91 couple 2 ['kʌpl] n.对；夫妇；数个 vi.结合；成婚 vt.结合；连接；连合 n.(Couple)人名；(法)库普勒

92 cover 2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93 decay 2 [di'kei] vi.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n.衰退，[核]衰减；腐烂，腐朽 vt.使腐烂，使腐败；使衰退，使衰落 n.(Decay)人
名；(法)德凯

94 decayed 2 [dɪ'keɪd] adj. 腐败的；被蛀的 动词deca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95 done 2 adj.已完成的；做好了的；煮熟的；合乎礼仪的；合乎规矩 int.表示接受建议 v.做（do的过去分词） n.（西、罗）多内
（人名）；（英）多恩（人名）

96 each 2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97 expressions 2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98 fast 2 [fɑ:st, fæst] adj.快速的，迅速的；紧的，稳固的 adv.迅速地；紧紧地；彻底地 vi.禁食，斋戒 n.斋戒；绝食 n.(Fast)人名；
(德、英、俄、芬、捷、瑞典)法斯特

99 fermented 2 英 ['fɜːment] 美 ['fɜ rːment] n. 发酵；酵素；动乱 v. （使）发酵；动乱

100 fertilizer 2 ['fə:tilaizə] n.[肥料]肥料；受精媒介物；促进发展者

101 fi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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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formation 2 [fɔ:'meiʃən] n.形成；构造；编队

103 get 2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04 give 2 [giv] vt.给；产生；让步；举办；授予 n.弹性；弯曲；伸展性 vi.捐赠；面向；有弹性；气候转暖 n.(Give)人名；(意)吉韦

105 health 2 [helθ] n.健康；卫生；保健；兴旺

106 healthy 2 ['helθi] adj.健康的，健全的；有益于健康的

107 helps 2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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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ow 2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10 ingredients 2 [ɪŋ'riː diənts] n. 配料；作料；材料 名词ingredient的复数形式.

111 kit 2 [kit] n.工具箱；成套工具 vt.装备 vi.装备 n.(Kit)人名；(俄)基特；(东南亚国家华语)吉；(英)基特，姬特(女名)(教名
Christopher、Katherine的昵称)

112 layers 2 ['leɪəs] n.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

113 lid 2 [lid] n.盖子；眼睑；限制 vt.给…盖盖子 n.(Lid)人名；(捷、挪)利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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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liter 2 ['li:tə] n.[计量]公升（容量单位） n.(Liter)人名；(英)利特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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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atteo 2 n. 马泰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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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120 method 2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21 microbes 2 ['maɪkrəʊbz] n. 微生物 名词microbe的复数形式.

122 microorganisms 2 [mɪk'rɔː ɡənɪzəmz] 微生物

123 migh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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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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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mulch 2 [mʌltʃ] n.覆盖物，护盖物；护根 vt.做护根；以护盖物覆盖

125 must 2 [mʌst, 弱məst, məs, mst, ms] aux.必须，一定；可以，应当；很可能 n.绝对必要的事物；未发酵葡萄汁 n.(Must)人名；(匈)穆
什特；(俄、瑞典)穆斯特

126 new 2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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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off 2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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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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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plac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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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produc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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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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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35 regular 2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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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roots 2 [ru tː] n. 根；根源；根本 v. 生根；扎根；根除

138 sawdust 2 ['sɔ:dʌst] n.[木]锯屑 adj.撒木屑的；无实质的 vt.在…上撒木屑；用木屑填塞

139 se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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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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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142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
繁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143 start 2 [stɑ:t] vt.开始；启动 vi.出发 n.开始；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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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ure 2 [ʃuə, ʃɔ:] adj.确信的；可靠的；必定的 adv.当然；的确 n.(Sure)人名；(英)休尔

146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147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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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tightly 2 ['taitli] adv.紧紧地；坚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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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o 2 [tu:] adv.太；也；很；还；非常；过度

151 to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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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track 2 [træk] n.轨道；足迹，踪迹；小道 vt.追踪；通过；循路而行；用纤拉 vi.追踪；走；留下足迹

153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154 usually 2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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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w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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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waste 2 [weist] n.浪费；废物；荒地；损耗；地面风化物 vt.浪费；消耗；使荒芜 vi.浪费；变消瘦；挥霍钱财 adj.废弃的；多余
的；荒芜的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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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Weeks 2 [wi:ks] n. 星期（名词week的复数形式） n. 威克斯(姓氏)

160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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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wet 2 [wet] adj.[气象][物]潮湿的；有雨的 n.雨天；湿气 vt.弄湿 vi.变湿 n.(Wet)人名；(英、纳米、南非)韦特

162 wheat 2 [hwi:t] n.小麦；小麦色 n.(Wheat)人名；(英)惠特

163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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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accompanied 1 [ə'kʌmpəni] vt. 陪伴；伴随...发生；补充；给 ... 伴奏 vi. 伴奏

165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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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 acidic 1 [ə'sidik] adj.酸的，酸性的；产生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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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additionally 1 [ə'diʃənli] adv.此外；又，加之

169 additions 1 [ə'dɪʃnz] 添加剂

170 advancement 1 [əd'vɑ:nsmənt, əd'væns-] n.前进，进步；提升

171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72 alcohol 1 ['ælkəhɔl] n.酒精，乙醇

173 altered 1 ['ɔ:ltəd] v.改变（alter的过去分词） adj.改变了的；蚀变的 n.为参加短程高速汽车赛而改装的赛车

17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75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76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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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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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back 1 n.后面；背部；靠背；足球等的后卫；书报等的末尾 vt.支持；后退；背书；下赌注 vi.后退；背靠；倒退 adv.以前；向
后地；来回地；上溯；回来；回原处 adj.后面的；过去的；拖欠的 n.(Back)人名；(西、英、德、法、瑞典、捷)巴克

180 bacteria 1 [bæk'tiəriə] n.[微]细菌

181 bad 1 [bæd] adj.坏的；严重的；劣质的 n.坏事；坏人 adv.很，非常；坏地；邪恶地 n.(Bad)人名；(罗)巴德

182 bag 1 [[bæg] n.袋；猎获物；（俚）一瓶啤酒 vt.猎获；把…装入袋中；占据，私吞；使膨大 vi.松垂

183 bed 1 [bed] n.床；基础；河底，海底 vt.使睡觉；安置，嵌入；栽种 vi.上床；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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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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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be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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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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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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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190 bran 1 [bræn] n.麸，糠 n.(Bran)人名；(西、俄、意、罗、瑞典)布兰；(法)布朗

191 breaking 1 ['breikiŋ] n.破坏；阻断 v.破坏（break的ing形式）

192 breaks 1 [b'reɪks] n. 断裂 名词break的复数形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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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broken 1 ['brəukən] adj.破碎的；坏掉的 v.折断；打碎；损坏（break的过去分词）

195 buried 1 ['berid] adj.埋葬的；埋藏的 v.埋葬（bu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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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burying 1 ['beriiŋ] n.埋；埋葬 v.埋（bury的ing形式）；掩藏 adj.埋葬的

198 buy 1 [bai] vt.购买；获得；贿赂 vi.买，采购 n.购买，买卖；所购的物品 n.(Buy)人名；(法)比伊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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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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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cells 1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203 center 1 ['sentə] n.中心，中央；中锋；中心点 vi.居中，被置于中心 vt.集中，使聚集在一点；定中心 adj.中央的，位在正中的 n.
(Center)人名；(英)森特

204 centimeter 1 ['senti,mi:tə] n.[计量]厘米；[计量]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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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207 clay 1 [klei] n.[土壤]粘土；泥土；肉体；似黏土的东西 vt.用黏土处理 n.(Clay)人名；(英、法、西、意、葡)克莱

208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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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closed 1 [kləuzd] adj.关着的；不公开的 v.关；结束；接近（close的过去分词）

210 closing 1 ['kləuziŋ] adj.收盘的；结束的；结尾的 n.结尾辞 v.关闭（close的ing形式）

211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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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214 columns 1 ['kɒləm] 名词column的复数形式

215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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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218 composted 1 英 ['kɒmpɒst] 美 ['kɑːmpoʊst] n. 混合肥料；堆肥 v. 使成堆肥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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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221 consists 1 [kən'sɪst] vi. 由 ... 组成；构成；在于；符合

222 contact 1 n.接触，联系 vt.使接触，联系 vi.使接触，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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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contents 1 ['kɒntents] n. 内容；目录；内有的物品 名词content的复数形式.

225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226 cour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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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228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229 creates 1 [kri'ː eɪts] n. 创立 创建.

230 creating 1 [kri'ː eɪtɪŋ] vbl. 创造； 建造； 把 ... 列为

231 crib 1 [krib] n.婴儿床；栅栏；食槽 vi.剽窃 vt.拘禁，关入栅栏；抄袭

232 dairy 1 ['dεəri] n.奶制品；乳牛；制酪场；乳品店；牛奶及乳品业 adj.乳品的；牛奶的；牛奶制的；产乳的

233 damiano 1 n. 达米亚诺

234 dan 1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235 dark 1 adj.黑暗的，深色的；模糊的；无知的；忧郁的 n.黑暗；夜；黄昏；模糊 n.（Dark）人名；（英）达克 n.（Dark）《暗
黑》（一部2017年Netflix出品的德国惊悚剧）

236 d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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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decompose 1 vt.分解；使腐烂 vi.分解；腐烂

238 decomposed 1 [,di:kəm'pəuzd] adj.已腐烂的，已分解的

239 decomposition 1 [,di:kɔmpə'ziʃən] n.分解，腐烂；变质

240 decreases 1 [dɪ'kriː s] v. 减少；减小；降低 n. 减少；降低

241 destroy 1 [di'strɔi] vt.破坏；消灭；毁坏

242 dig 1 [dig] vt.挖，掘；探究 vi.挖掘 n.戳，刺；挖苦 n.(Dig)人名；(罗)迪格

243 digestion 1 [di:dʒestʃən, dai-] n.消化；领悟

244 digging 1 ['digiŋ] n.挖掘，采掘 v.挖掘，发掘（dig的现在分词形式）

245 direct 1 [di'rekt, dai-] adj.直接的；直系的；亲身的；恰好的 vt.管理；指挥；导演；指向 vi.指导；指挥 adv.直接地；正好；按直系
关系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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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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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drain 1 [drein] vi.排水；流干 vt.喝光，耗尽；使流出；排掉水 n.排水；下水道，排水管；消耗 n.(Drain)人名；(英)德雷恩；(法)
德兰

249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250 effort 1 ['efət] n.努力；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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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ggshells 1 卵壳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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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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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energy 1 ['enədʒi] n.[物]能量；精力；活力；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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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nrich 1 [in'ritʃ] vt.使充实；使肥沃；使富足 n.(Enrich)人名；(西)恩里奇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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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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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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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261 everything 1 pron.每件事物；最重要的东西；（有关的）一切；万事

262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263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264 feed 1 [fi:d] vt.喂养；供给；放牧；抚养（家庭等）；靠…为生 vi.吃东西；流入 n.饲料；饲养；（动物或婴儿的）一餐

265 fertilizing 1 ['fɜ tːɪlaɪzɪŋ] n. 施肥 动词fertilize的现在分词形式.

266 finish 1 ['finiʃ] vt.完成；结束；用完 vi.结束，终止；终结 n.结束；完美；回味（葡萄酒）

267 finished 1 ['finiʃt] adj.完结的，完成的；精巧的 v.完成；结束；毁掉（finish的过去分词形式）

268 fitting 1 ['fitiŋ] n.装配，装置；试穿，试衣 adj.适合的，适宜的；相称的 n.(Fitting)人名；(英、德)菲廷

269 flowers 1 英 ['flaʊə(r)] 美 ['flaʊər] n. 花；开花植物；精华；盛时 v. 开花；成熟；用花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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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frame 1 [freim] n.框架；结构；[电影]画面 vt.设计；建造；陷害；使…适合 vi.有成功希望 adj.有木架的；有构架的 n.(Frame)人
名；(英)弗雷姆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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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friedell 1 n. 弗里德尔

274 fruit 1 [fru:t] n.水果；产物 vi.结果实 vt.使……结果实 n.(Fruit)人名；(法)弗吕；(英)弗鲁特

275 fueled 1 [fjuːədl] adj. 燃料的 动词fue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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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gardening 1 ['gɑ:dəniŋ] n.园艺；园林工人的工作

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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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germ 1 [dʒə:m] n.[植]胚芽，萌芽；细菌 vi.萌芽

280 germs 1 [dʒɜ rːms] n. 细菌 名词germ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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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283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284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285 ground 1 n.地面；土地；范围；战场;根据 vt.使接触地面；打基础；使搁浅 vi.着陆；搁浅 adj.土地的；地面上的；磨碎的；磨
过的 v.研磨（grind的过去分词）；压迫

286 handful 1 ['hændful] n.少数；一把；棘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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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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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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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 heavy 1 adj.沉重的；繁重的，巨大的；拥挤的；阴沉的 n.重物；严肃角色 adv.大量地；笨重地

291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292 hole 1 [həul] n.洞，孔；洞穴，穴；突破口 vi.凿洞，穿孔；（高尔夫球等）进洞 vt.凿洞 n.(Hole)人名；(瑞典、挪)霍勒；(英)霍
尔

293 holes 1 英 [həʊlz] 美 [hoʊlz] n. 洞；孔 名词hole的复数形式.

294 homemade 1 ['həum'meid] adj.自制的；国产的；像家里做的

295 hot 1 [hɔt] adj.热的；辣的；热情的；激动的；紧迫的 adv.热；紧迫地 vi.变热 vt.增加；给…加温 n.(Hot)人名；(塞)霍特；(法)奥
特

296 houseplant 1 ['hausplɑ:nt, -plænt] n.室内植物；盆栽植物

297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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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8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299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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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 increas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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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2 indoor 1 ['indɔ:] adj.室内的，户内的

303 inoculants 1 [ɪ'nɒkjʊlənts] 孕育剂

304 inoculation 1 [i'nɔkju'leiʃən] n.[医]接种；接木；接插芽

305 issues 1 英 ['ɪʃjuːz] 美 ['ɪʃjʊz] n. 议题；债券；发行物；子嗣 名词issu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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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7 jessica 1 ['dʒesikə] n.杰西卡（女子名）

308 key 1 [ki:] n.（打字机等的）键；关键；钥匙 vt.键入；锁上；调节…的音调；提供线索 vi.使用钥匙 adj.关键的 n.(Key)人名；
(英)基；(德、荷、瑞典)凯

309 kill 1 [kil] vt.杀死；扼杀；使终止；抵消 vi.杀死 n.杀戮；屠杀 adj.致命的；致死的 n.(Kill)人名；(德)基尔

310 kitchen 1 ['kitʃin] n.厨房；炊具；炊事人员 n.(Kitchen)人名；(英)基钦

311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312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313 largely 1 ['lɑ:dʒli] adv.主要地；大部分；大量地

314 layer 1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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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317 leaves 1 [li:vz] n.树叶；花瓣（leaf的复数） v.离开（leave的第三人称单数）

318 leftovers 1 英 ['leftəʊvə] 美 ['leftoʊvə] n. 剩余物；残羹剩菜 名词leftover的复数形式.

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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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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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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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 login 1 英 ['lɒɡɪn] 美 ['lɔː ɡɪn] n. 登录；注册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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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 loose 1 [lu:s] adj.宽松的；散漫的；不牢固的；不精确的 vt.释放；开船；放枪 vi.变松；开火 adv.松散地 n.放纵；放任；发射 n.
(Loose)人名；(捷、瑞典)洛塞；(英)卢斯；(德)洛泽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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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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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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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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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9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330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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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333 milliliter 1 ['mili,li:tə] n.毫升

334 mix 1 [miks] vt.配制；混淆；使混和；使结交 vi.参与；相混合；交往 n.混合；混合物；混乱 n.(Mix)人名；(德、英)米克斯

335 mixture 1 ['mikstʃə] n.混合；混合物；混合剂

336 mold 1 [məuld] vt.塑造；使发霉；用模子制作 vi.发霉 n.霉菌；模子 n.(Mold)人名；(英)莫尔德

337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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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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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0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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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notice 1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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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 nutritious 1 [nju:'triʃəs] adj.有营养的，滋养的

344 odor 1 ['əudə] n.气味；名声 n.(Odor)人名；(匈)欧多尔

345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346 opened 1 v.打开，开启（open过去分词形式） adj.开的

347 original 1 [ə'ridʒənəl] n.原件；原作；原物；原型 adj.原始的；最初的；独创的；新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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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350 outdoors 1 ['aut'dɔ:z] adv.在户外 n.户外 adj.户外的（等于outdoor）

351 parasites 1 ['pærəsaɪts] n. 寄生生物；寄生虫 名词parasite的复数形式.

352 permanently 1 ['pə:mənəntli] adv.永久地，长期不变地

353 planting 1 ['plɑ:ntiŋ, 'plæn-] n.栽培，种植；花圃 v.播种；移植（plant的ing形式）；安置 n.(Planting)人名；(芬、瑞典)普兰廷

354 plastic 1 ['plæstik,'plɑ:s-] adj.塑料的；（外科）造型的；可塑的 n.塑料制品；整形；可塑体

355 plate 1 [pleit] n.碟；金属板；金属牌；感光底片 vt.电镀；给…装甲 n.(Plate)人名；(英、德、俄、西、意、瑞典)普拉特

356 plus 1 [plʌs] n.正号，加号；好处；附加额 adj.正的；附加的 prep.加，加上 n.(Plus)人名；(德)普卢斯

357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358 practice 1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359 pre 1 abbr.炼油工程师（PetroleumRefiningEngineer）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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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1 prevent 1 [pri'vent, pri:-] vt.预防，防止；阻止 vi.妨碍，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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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3 projecting 1 [prəu'dʒektiŋ] adj.突出的；伸出的 v.使突出（project的现在分词）；计划；发射

364 protect 1 [prəu'tekt] vt.保护，防卫；警戒

365 proteins 1 [p'rəʊtiː nz] 蛋白质

366 rapid 1 ['ræpid] adj.迅速的，急促的；飞快的；险峻的 n.急流；高速交通工具，高速交通网

367 reactions 1 英 [ri'ækʃənz] 美 [rɪ'ækʃənz] n. 反应（reaction的复数）

368 ready 1 ['redi] adj.准备好；现成的；迅速的；情愿的；快要…的 n.现款；预备好的状态 adv.迅速地；预先 vt.使准备好 n.(Ready)
人名；(英)雷迪

369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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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1 replaces 1 [rɪ'pleɪs] vt. 取代；替换；放回原处；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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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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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4 resulting 1 [rɪ'zʌltɪŋ] adj. 结果的 动词result的现在分词.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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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6 roo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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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7 rotting 1 [rɒtɪŋ] adj. 正在腐烂的 动词rot的现在分词形式.

378 safely 1 ['seifli] adv.安全地 稳定地

379 sa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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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0 sandy 1 ['sændi] adj.沙地的；多沙的；含沙的 n.(Sandy)人名；(法、喀、罗、西、英)桑迪(教名Alasdair、Alastair、Alexander、
Alister、Elshender的昵称)

381 save 1 vt.节省；保存；储蓄；解救 vi.节省；挽救 prep.除...之外 n.救援 n.(Save)人名；(法)萨夫；(意、保、西、罗、塞、瑞典)
萨薇(女名)，萨韦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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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3 seem 1 [si:m] vi.似乎；像是；装作 n.(Seem)人名；(英)西姆

384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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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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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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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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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9 skins 1 [skɪn] n. 皮肤；外皮；皮囊 n. 惊讶；生气 vt. 剥皮；削皮；贴皮；蹭破皮；<俚>击败

390 smells 1 [smel] n. 气味；嗅觉；嗅 v. 嗅；闻；散发气味；有臭味；察觉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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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2 someth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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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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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4 souring 1 ['sɑʊərɪŋ] n. 变酸 动词sour的现在的分词形式.

395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396 spre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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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7 started 1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8 sti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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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9 storage 1 ['stɔridʒ] n.存储；仓库；贮藏所

400 strange 1 [streindʒ] adj.奇怪的；陌生的；外行的 adv.奇怪地；陌生地，冷淡地 n.(Strange)人名；(英)斯特兰奇；(瑞典、塞)斯特
朗格

401 straw 1 [strɔ:] n.稻草；吸管；一文不值的东西 adj.稻草的；无价值的 n.(Straw)人名；(英)斯特劳

402 strawberries 1 [st'rɔː brɪz] n. 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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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4 success 1 [sək'ses] n.成功，成就；胜利；大获成功的人或事物

405 sugar 1 ['ʃugə] n.糖；食糖；甜言蜜语 vt.加糖于；粉饰 vi.形成糖 n.(Sugar)人名；(英)休格

406 supplies 1 [səp'laɪz] n. 物资；贮藏量 名词supply的复数形式.

407 sweet 1 [[swi:t] adj.甜的；悦耳的；芳香的；亲切的 n.糖果；乐趣；芳香；宝贝 （俚）酷毙了 n.(Sweet)人名；(英)斯威特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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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9 tea 1 [ti:] n.茶叶；茶树；茶点 vt.给…沏茶 vi.喝茶；进茶点 n.(Tea)人名；(柬)迪

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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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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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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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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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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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5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416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17 throw 1 [θrəu] vt.投；抛；掷 vi.抛；投掷 n.投掷；冒险

418 tight 1 [tait] adj.紧的；密封的；绷紧的；麻烦的；严厉的；没空的；吝啬的 adv.紧紧地；彻底地 n.(Tight)人名；(英)泰特

419 tools 1 [tu lː] n. 工具，用具（名词tool的复数形式）；器具

420 t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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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1 tube 1 [tju:b, tu:b] n.管；电子管；隧道；电视机 vt.使成管状；把…装管；用管输送 vi.乘地铁；不及格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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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3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424 types 1 ['taɪps] n. 类型 v. 打字 名词type的复数形式.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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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6 unless 1 [ən'les] conj.除非，如果不 prep.除…之外

427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428 various 1 ['vεəriəs] adj.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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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vegetables 1 ['vedʒɪtəblz] 蔬菜,vegetable的复数形式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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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 weeds 1 [wi:dz] n.野草（weed的复数形式）；丧服；（悼念用的）黑纱 v.清除（weed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除去杂草；除去
无用的东西

432 wh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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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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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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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5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436 worm 1 [wə:m] n.虫，蠕虫；蜗杆；螺纹；小人物 vt.使蠕动；给除虫；使缓慢前进 vi.慢慢前进；蠕行 n.(Worm)人名；(德、丹、
葡)沃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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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8 wrap 1 [ræp] vt.包；缠绕；隐藏；掩护 vi.包起来；缠绕；穿外衣 n.外套；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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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0 writes 1 [raɪt] v. 写；书写；填写；作曲

441 wrong 1 adv.错误地；邪恶地，不正当地 n.坏事；不公正 adj.错误的；失常的；不适当的 vt.委屈；无理地对待；诽谤 n.(Wrong)
人名；(英)朗

442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443 yourself 1 [jɔ:'self, juə-, jə-] pron.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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