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2 [Health and Lifestyle] Designers Turn to Environment-
friendly Material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4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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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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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of 1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that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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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or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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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s 10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 materials 10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9 for 8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0 material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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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in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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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used 7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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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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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6 using 5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17 an 4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8 anker 4 ['æŋkə] n.安加 n.(Anker)人名；(丹)安高；(德、芬、挪、西、瑞典)安克尔；(英)安克

19 be 4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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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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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ompanies 4 [kɒmpænɪs] n. 公司；企业 名词company的复数形式.

23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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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reused 4 ['ri:ju:zd] adj.再生的 v.再用；重复利用（reuse的过去分词）

25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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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dj 3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27 a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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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9 created 3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30 designers 3 [dɪ'zaɪnəz] 设计师

31 environment 3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32 industry 3 ['indəstri] n.产业；工业；勤勉

33 leather 3 ['leðə] n.皮革；皮革制品 vt.用皮革包盖；抽打 adj.皮的；皮革制的 n.(Leather)人名；(英)莱瑟

34 light 3 n.光；光线；灯；打火机；领悟；浅色；天窗 adj.轻的；浅色的；明亮的；轻松的；容易的；清淡的 vi.点着；变亮；着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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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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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produce 3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39 products 3 [p'rɒdʌkts] n. 制品 名词produ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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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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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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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43 thi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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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coustic 2 [ə'ku:stik] adj.声学的；音响的；听觉的 n.原声乐器；不用电传音的乐器 n.(Acoustic)人名；(法)阿库斯蒂克

45 algae 2 ['ælgə-dʒi:, 'ældʒi:] n.[植]藻类；[植]海藻

46 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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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being 2 ['bi:ŋ] n.存在；生命；本质；品格 adj.存在的；现有的

48 cactus 2 ['kæktəs] n.[园艺]仙人掌

49 came 2 [keim] v.come的过去式

50 clothing 2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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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esign 2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53 developers 2 [dɪ'veləpəz] 开发商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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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doctoral 2 ['dɔktərəl] adj.博士的；博士学位的；有博士学位的 n.博士论文

56 end 2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57 fair 2 [fεə] adj.公平的；美丽的，白皙的；[气象]晴朗的 adv.公平地；直接地；清楚地 vi.转晴 n.展览会；市集；美人 n.(Fair)人
名；(英、芬)费尔

58 fashion 2 ['fæʃən] n.时尚；时装；样式；时髦人物 vt.使用；改变；做成…的形状

59 Germany 2 ['dʒə:məni] n.德国

60 goods 2 [gudz] n.商品；动产；合意的人；真本领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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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h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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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insulation 2 [,insju'leiʃən, 'insə-] n.绝缘；隔离，孤立

64 integrity 2 [in'tegrəti] n.完整；正直；诚实；廉正

65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66 john 2 [dʒɔn] n.厕所

67 life 2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68 loo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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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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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makers 2 n. 迈克（美国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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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mycelium 2 [mai'si:liəm] n.菌丝；菌丝体

73 object 2 ['ɔbdʒikt, -dʒekt, əb'dʒekt] n.目标；物体；客体；宾语 vt.提出…作为反对的理由 vi.反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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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panels 2 ['pænl] n. 嵌板；仪表盘；面板；座谈小组；陪审团 v. 嵌镶

76 placed 2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7 plan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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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plasti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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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80 Russell 2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81 seaweed 2 ['si:wi:d] n.海藻，海草

82 show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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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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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

83 sound 2 [saund] vt.听（诊）；测量，测…深；使发声；试探；宣告 n.声音，语音；噪音；海峡；吵闹；听力范围；[医]探条 adj.
健全的，健康的；合理的；可靠的；有效彻底的 adv.彻底地，充分地 vi.听起来；发出声音；回响；测深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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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textile 2 ['tekstail, -til] n.纺织品，织物 adj.纺织的

86 textiles 2 ['tekstaɪlz] n. 纺织品 名词textile的复数形式.

87 thei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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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threads 2 [θred] n. 线；思路；螺纹；线索；细丝；帖子 vt. 穿过；穿线于；遍布 vi. 滴下成丝状；小心地通过；蜿蜒前进

89 tiles 2 [taɪlz] n. 瓷砖 名词tile的复数形式.

90 traditional 2 [trə'diʃənəl] adj.传统的；惯例的

91 uniqu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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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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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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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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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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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abo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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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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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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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adidas 1 n.阿迪达斯（体育用品公司，主要生产运动服等）

100 Adrian 1 ['eidriən] n.艾德里安（男子名）；艾德里安市（美国密歇根州东南部城市）

101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02 ancient 1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03 anyone 1 ['eniwʌn] pron.任何人；任何一个

104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105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06 apple 1 n.苹果，苹果树，苹果似的东西；[美俚]炸弹，手榴弹，（棒球的）球；[美俚]人，家伙。

107 architecture 1 n.建筑学；建筑风格；建筑式样；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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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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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attached 1 [ə'tætʃt] adj.附加的；依恋的，充满爱心的 v.附上（attach的过去分词）

111 attention 1 [ə'tenʃən] n.注意力；关心；立正！（口令）

112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113 beginning 1 [bi'giniŋ] n.开始；起点 v.开始；创建（begin的ing形式）

114 biggest 1 [bɪgɪst] adj. 最大的

115 bolt 1 n.螺栓，螺钉；闪电，雷电；门闩；弩箭;（布的）一匹，一卷 vt.筛选；囫囵吞下；（把门、窗等）闩上；突然说出，
脱口说出 vi.（门窗等）闩上，拴住；冲出，跳出；（马等的）脱缰；囫囵吞下 adv.突然地；像箭似地；直立地

116 bottles 1 英 ['bɒtl] 美 ['bɑ tːl] n. 瓶子 vt. 抑制；把 ... 装入瓶内

117 branches 1 英 [brɑːntʃ] 美 [bræntʃ] n. 分部；部门；分店；分支；树枝 v. 分岔；分支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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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bulbs 1 球茎；鳞茎,电灯泡,球状物,bulb的复数形式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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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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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23 candle 1 ['kændl] n.蜡烛；烛光；烛形物 vt.对着光检查

124 candles 1 ['kændl] n. 蜡烛；烛形物 vt. 对光检查

125 carpet 1 ['kɑ:pit] vt.在…上铺地毯，把地毯铺在…上；斥责 n.地毯；地毯状覆盖物 n.(Carpet)人名；(罗)卡尔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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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ceiling 1 ['si:liŋ] n.天花板；上限

127 chandelier 1 [,ʃændə'liə] n.枝形吊灯 n.(Chandelier)人名；(法)尚德利耶

128 chandeliers 1 n. 枝形吊灯（chandelier的复数形式）

129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130 chose 1 [英[tʃəʊz] 美[tʃoz]] v.choose的过去式,选择 n.【法律】物体；动产 n.(Chose)人名；(法)肖兹

131 climates 1 [k'laɪməts] 气象条件

132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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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cook 1 [kuk] vt.烹调，煮 vi.烹调，做菜 n.厨师，厨子 n.(Cook)人名；(英、印)库克

135 c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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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37 decorated 1 ['dekəreitid] adj.装饰的，修饰的 v.装饰，修饰（decor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38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139 demonstrating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140 described 1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1 designer 1 [di'zainə] n.设计师；谋划者 adj.由设计师专门设计的；享有盛名的；赶时髦的

142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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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dismantle 1 [dis'mæntl] vt.拆除；取消；解散；除掉…的覆盖物 vi.可拆卸

145 dismantled 1 [dɪs'mæntl] vt. 拆除；拆开；去除；废除

146 display 1 [,dis'plei] n.显示；炫耀 vt.显示；表现；陈列 vi.[动]作炫耀行为 adj.展览的；陈列用的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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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dried 1 [draid] adj.干燥的；弄干了的 v.使干（原形是dry）

149 Edwards 1 ['edwədz] n.爱德华兹（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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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lectric 1 [i'lektrik] adj.电的；电动的；发电的；导电的；令人震惊的 n.电；电气车辆；带电体

152 electricity 1 [,ilek'trisəti] n.电力；电流；强烈的紧张情绪

153 electronic 1 adj.电子的 n.电子电路；电子器件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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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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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even 1 ['i:vən] adj.[数]偶数的；平坦的；相等的 adv.甚至；即使；还；实际上 vt.使平坦；使相等 vi.变平；变得可比较；成为相
等 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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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expert 1 ['ekspə:t, ek'spə:t] adj.熟练的；内行的；老练的 n.专家；行家；能手 vt.当专家；在…中当行家 n.(Expert)人名；(法)埃克斯
佩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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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farms 1 英 [fɑːm] 美 [fɑ rːm] n. 农场；农田 v. 务农

161 fiber 1 ['faibə] n.纤维；光纤（等于fibre） n.(Fiber)人名；(匈)菲贝尔

162 field 1 ['fi:ld] n.领域；牧场；旷野；战场；运动场 vi.担任场外队员 adj.扫描场；田赛的；野生的 vt.把暴晒于场上；使上场 n.
(Field)人名；(英、法、德、葡)菲尔德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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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fire 1 ['faiə] n.火；火灾；炮火；炉火；热情；激情；磨难 vt.点燃；解雇；开除；使发光；烧制；激动；放枪 vi.着火；射击；开
枪；激动；烧火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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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Frankfurt 1 ['fræŋkfət] n.法兰克福市（德国城市）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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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fungal 1 ['fʌŋgəl] adj.真菌的（等于fungous）

169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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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going 1 ['gəuiŋ] n.行为；离去；工作情况；地面状况 adj.流行的；进行中的；现存的 v.前进；出发；运转（go的ing形式） n.
(Going)人名；(英)戈因

171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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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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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hangs 1 [hæŋ] v. 悬挂；(使)低垂；悬浮(在空中)；逗留；绞死 n. 悬挂方式；悬挂；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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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harvest 1 ['hɑ:vist] n.收获；产量；结果 vt.收割；得到 vi.收割庄稼

177 hav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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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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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helps 1 ['helps] v. 帮助；有助于；促进（动词help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81 hide 1 [haid] vt.隐藏；隐瞒；鞭打 vi.隐藏 n.躲藏；兽皮；躲藏处

182 highest 1 ['haiist] adj.最高的

183 holding 1 ['həuldiŋ] n.举办；支持 v.召开；担任（hold的ing形式）；握住 n.(Holding)人名；(英)霍尔丁

184 holds 1 英 [həʊldz] 美 [hoʊldz] n. 货舱；船舱 名词hold的复数形式.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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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household 1 adj.家庭的；日常的；王室的 n.全家人，一家人；(包括佣工在内的)家庭，户 n.(Household)人名；(英)豪斯霍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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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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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90 ideas 1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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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93 inorganic 1 [inɔ:'gænik] adj.[无化]无机的；无生物的

194 insulates 1 英 ['ɪnsjuleɪt] 美 ['ɪnsəleɪt] vt. 使绝缘；隔离

195 interest 1 ['intrist, 'intər-] n.兴趣，爱好；利息；趣味；同行 vt.使……感兴趣；引起……的关心；使……参与

196 international 1 n.国际组织；国际体育比赛；外国居留者；国际股票 adj.国际的；两国（或以上）国家的；超越国界的；国际
关系的；世界的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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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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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Italian 1 adj.意大利的；意大利语的；意大利文化的 n.意大利人；意大利语

200 juice 1 [dʒu:s] n.（水果）汁，液；果汁

201 kee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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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Kim 1 [kim] n.金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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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knit 1 [nit] vi.编织；结合；皱眉 vt.编织；结合 n.编织衣物；编织法

205 known 1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206 large 1 [lɑ:dʒ] adj.大的；多数的；广博的 adv.大大地；夸大地 n.大 n.(Large)人名；(英)拉奇；(法)拉尔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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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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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leds 1 发光二极管

210 lights 1 [laits] n.灯光（light的复数）；（供食用的）家畜的肺脏 v.点亮（light的三单形式）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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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ll 1 abbr.陆上通信线（LandLines）；下限（LowerLimit）；低电平（LowLevel）

213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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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Lopez 1 n.洛佩斯（姓氏）

215 lululemon 1 露露柠檬（美国瑜伽服装品牌）

216 marte 1 马尔特

217 mat 1 [mæt] n.垫；垫子；衬边 vt.缠结；铺席于……上 vi.纠缠在一起 adj.无光泽的 n.(Mat)人名；(土)马特；(柬)马；(英)马特，
玛特(女名)(教名Matthew、Martha、Matilda的昵称)

218 mats 1 abbr.军事空运局（MilitaryAirTransportService） n.(Mats)人名；(瑞典、芬、挪)马茨

219 mccartney 1 n.麦卡特尼（男子名）

220 met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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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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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Mexican 1 ['meksikən] adj.墨西哥的；墨西哥人的 n.墨西哥人；墨西哥语

223 minimize 1 ['minimaiz] vt.使减到最少；小看，极度轻视 vi.最小化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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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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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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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mylo 1 n. 迈洛(在美国；西经 90º30' 北纬 48º40')

228 natur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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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Nina 1 ['ni:nə; 'nai-] n.尼娜（女名）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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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nopal 1 ['nəupl] n.胭脂仙人掌属植物

232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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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nylon 1 ['nailɔn] n.尼龙，[纺]聚酰胺纤维；尼龙袜

235 Olaf 1 ['əuləf; -lɑ:f] n.奥拉夫（男子名）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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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Oslo 1 ['ɔzləu; 'uslu] n.奥斯陆（挪威首都）

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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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9 paper 1 ['peipə] n.纸；论文；文件；报纸 adj.纸做的 vt.用纸糊；用纸包装 vi.贴糊墙纸；发交通违章传票 n.(Paper)人名；(俄)帕
佩尔

240 Patagonia 1 [,pætə'gəunjə] n.巴塔哥尼亚（南美的一个地区）

241 people 1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242 Philippines 1 ['filipi:nz; fili'pi:nz] n.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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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45 pineapple 1 ['pain,æpl] n.[园艺]菠萝；[园艺]凤梨 adj.凤梨科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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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pla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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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polluter 1 英 [pə'lu tːə(r)] 美 [pə'lu tːər] n. 污染源；污染者

249 poor 1 [puə, pɔ:] adj.贫穷的；可怜的；贫乏的；卑鄙的 n.(Poor)人名；(英、伊朗)普尔

250 president 1 n.总统；董事长；校长；主席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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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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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project 1 [英 [prə̍ dʒekt] 美 [prəˈdʒɛkt] vi.设计；计划；表达；投射 vt.设计；计划；发射；放映 n.工程；计划；事业

254 properties 1 [p'rɒpətɪz] n. 道具；属性；性能；资产；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

255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256 raw 1 [rɔ:] adj.生的；未加工的；阴冷的；刺痛的；擦掉皮的；无经验的；（在艺术等方面）不成熟的 n.擦伤处 vt.擦伤 n.(Raw)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人名；(英)罗

257 regulate 1 vt.调节，规定；控制；校准；有系统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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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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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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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resistant 1 [ri'zistənt] adj.抵抗的，反抗的；顽固的 n.抵抗者

262 resources 1 [rɪ'sɔː sɪz] n. 资源；才智；储备力量 名词resource的复数形式.

263 sa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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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Schmidt 1 n.施密特（姓氏）

265 school 1 [sku:l] n.学校；学院；学派；鱼群 vt.教育

266 sconce 1 [skɔns] n.头；头盖；突出的烛台 vt.遮蔽；受罚请客 n.(Sconce)人名；(英)斯康斯

267 sconces 1 n.壁突式烛台，<古>头，头盖( sconce的名词复数 )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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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sense 1 n.感觉，功能；观念；道理；理智 vt.感觉到；检测 n.森斯（人名）

270 shoes 1 ['ʃuːz] n. 鞋子 名词sho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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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shredded 1 adj.切碎的 v.变成碎片（shred的过去分词形式）

273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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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soil 1 [sɔil] n.土地；土壤；国家；粪便；务农；温床 vt.弄脏；污辱 vi.变脏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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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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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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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stella 1 ['stelə] n.斯特拉（女子名）

279 stop 1 [stɔp] vt.停止；堵塞；断绝 vi.停止；中止；逗留；被塞住 n.停止；车站；障碍；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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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supply 1 [sə'plai] n.供给，补给；供应品 vt.供给，提供；补充 vi.供给；替代

282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83 sustainability 1 [sə̩ steɪnə'bɪləti] n. 持续性，能维持性；【环境】可持续性

284 tak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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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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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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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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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8 thinking 1 ['θiŋkiŋ] adj.思考的；思想的；有理性的；好思考的 n.思考；思想；想法；意见；见解 v.思考（think的现在分词）

289 timberland 1 ['timbəlænd] n.林地；用材林地

290 trade 1 [treid] n.贸易，交易；行业；职业 vi.交易，买卖；以物易物 vt.用…进行交换

291 trying 1 ['traiiŋ] adj.难受的；难堪的；费劲的；令人厌烦的 v.尝试（try的ing形式）；试验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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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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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96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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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8 velarde 1 n. 韦拉德(在美国；西经 105º58' 北纬 36º10')

299 veronika 1 薇罗妮卡

300 vice 1 [vais] n.恶习；缺点；[机]老虎钳；卖淫 prep.代替 vt.钳住 adj.副的；代替的 n.(Vice)人名；(塞)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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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VOA 1 英 [ˌviː 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302 wall 1 [wɔ:l] n.墙壁，围墙；似墙之物 vt.用墙围住，围以墙 adj.墙壁的 n.(Wall)人名；(英)沃尔；(德、芬、捷、瑞典)瓦尔

303 wanted 1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304 wants 1 ['wɒnts] n. 想要的东西 动词want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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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6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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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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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 whole 1 [həul] adj.完整的；纯粹的 n.整体；全部

310 woo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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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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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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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 woven 1 ['wəu-vən, 'wəuvən] v.编织；交织（weave的过去分词）；编造 adj.织物的 n.机织织物

314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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