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08-26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Study Animal
Mummies with 3D Technology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of 17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3 to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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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n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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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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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gyptians 7 [iː 'dʒɪpʃən] n. 埃及人；古埃及语 名词Egyptian的复数形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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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9 ancient 6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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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mummies 6 ['mʌmi] n. 木乃伊 n. 妈妈（=mommy<美>）

12 animals 5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3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4 with 5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5 gods 4 ['ɡɒdz] n. <非正>最高层楼座

16 o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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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8 snake 4 [sneik] n.蛇；阴险的人 vi.迂回前进 vt.拉（木材等）；迂回前进

19 their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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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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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been 3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2 brow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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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t 3 abbr.静态试验（CaptiveTest）；中央标准时间（CentralTime）

24 evidence 3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25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6 Graves 3 [grɑ:v] n.（法国）格拉夫葡萄酒

27 had 3 v.有；吃；得到（动词ha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ux.已经（用于过去完成时和过去完成进行时）

28 link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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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mummified 3 ['mʌmɪ̩ faɪd] adj. 木乃伊化的 动词mumm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30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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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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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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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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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swansea 3 ['swɔnsi; -zi] n.斯温西（英国威尔斯南部一海港）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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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act 2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37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8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39 animal 2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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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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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believed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43 bird 2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44 birds 2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45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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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rri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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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t 2 n.猫，猫科动物

48 cats 2 [kæts] abbr.高级电视研究中心（CentreforAdvancedTelevisionStudies）；计算机自动测试系统
（ComputerAutomatedTestSystem）；通信和跟踪系统（CommunicationsandTrackingSystem）；综合分析试验系统
（ComprehensiveAnalyticalTestSystem） n.(Cats)人名；(荷)卡茨

49 ceremony 2 ['seriməuni] n.典礼，仪式；礼节，礼仪；客套，虚礼

50 dead 2 [ded] adj.无生命的；呆板的；废弃了的 adv.完全地 n.死者

51 Egyptian 2 [i'dʒipʃən] adj.埃及的；埃及人的 n.埃及人；古代埃及语

52 experts 2 英 ['ekspɜːt] 美 ['ekspɜːr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53 findings 2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54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55 humans 2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56 inside 2 [,in'said, 'in-] n.里面；内部；内情；内脏 adj.里面的；内部的；秘密的 adv.在里面 prep.少于；在…之内

57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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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john 2 [dʒɔn] n.厕所

60 Johnston 2 ['dʒɔnstən] n.约翰斯顿（姓氏）

61 journal 2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62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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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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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maltreatment 2 [,mæl'tri:tmənt] n.虐待；粗暴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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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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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m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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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0 noted 2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1 ou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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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73 proc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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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reports 2 英 [rɪ'pɔːt] 美 [rɪ'pɔːrt] n. 报告；传闻；成绩单；爆炸声 v. 报告；报导；叙述；举报；报到；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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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scanning 2 ['skæniŋ] n.扫描；[计]搜索，观测；扫掠 adj.扫描的；观测的；搜索的；扫掠的 v.扫描（scan的现在分词）；浏览



77 scans 2 n. 达成必须技能秘书委员会(=Secretary's Commission on Achieving Necessary Skills)

78 snakes 2 [脊椎]

79 special 2 ['speʃəl] n.特使，特派人员；特刊；特色菜；专车；特价商品 adj.特别的；专门的，专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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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technology 2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82 thi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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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three 2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84 treating 2 [triː tɪŋ] n. 处理 动词treat的现在式和现在分词形式.

85 w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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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whi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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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writer 2 ['raitə] n.作家；作者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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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abused 1 [ə'bjuːs] n. 滥用；恶习 vt. 滥用；辱骂；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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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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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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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fterlife 1 ['ɑ:ftəlaif, 'æf-] n.来世；死后的生活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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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alive 1 [ə'laiv] adj.活着的；活泼的；有生气的

96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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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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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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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ackbone 1 ['bækbəun] n.支柱；主干网；决心，毅力；脊椎

101 bastet 1 巴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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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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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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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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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burial 1 ['beriəl] n.埋葬；葬礼；弃绝 adj.埋葬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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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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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arolyn 1 ['kærəlin] n.卡洛琳（女子名）

111 Caty 1 卡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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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centre 1 ['sentə] vi.以…为中心 vt.集中；将…放在中央 n.中心 adj.中央的

114 cloth 1 [klɔθ, klɔ:θ] n.布；织物；桌布 adj.布制的 n.(Cloth)人名；(德)克洛特

115 cobra 1 ['kəubrə] n.眼镜蛇；（澳）头颅 n.(Cobra)人名；(西)科夫拉；(法、意、葡)科布拉

116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117 contained 1 [kən'teind] adj.泰然自若的，从容的；被控制的 v.包含；遏制（contain的过去分词）；容纳

118 crocodile 1 ['krɔkə,dail] n.鳄鱼

119 cruel 1 [英 ['kru:əl] 美 [ˈkruəl]] adj.残酷的，残忍的；使人痛苦的，让人受难的；无情的，严酷的



120 death 1 [deθ] n.死；死亡；死神；毁灭 n.(Death)人名；(英)迪阿思

121 denied 1 [dɪ'naɪəd] adj. 被否认的；被拒绝的 动词den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2 detailed 1 ['di:teild, di'teild] adj.详细的，精细的；复杂的，详尽的 v.详细说明（detail的过去分词）

123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124 dimensional 1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125 dogs 1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126 dunham 1 n.(Dunham)人名；(英)邓纳姆

127 during 1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128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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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gypt 1 ['i:dʒipt] n.埃及（非洲国家）

131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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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Eurasian 1 [juə'reiʃən] adj.欧亚的；欧亚人的 n.欧亚混血儿

134 exact 1 adj.准确的，精密的；精确的 vt.要求；强求；急需 vi.勒索钱财

135 falcon 1 ['fælkən] n.[鸟]猎鹰；[鸟]隼 n.(Falcon)人名；(法、意、西、葡、罗、瑞典)法尔孔；(英)福尔肯

13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137 fertility 1 [fə'tiliti] n.多产；肥沃；[农经]生产力；丰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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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40 gifts 1 [ɡɪft] n. 礼物；赠品 n. 天赋；才能 vt. 赋予；赠送

141 goddess 1 ['gɔdis] n.女神，受崇拜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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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helping 1 ['helpiŋ] n.帮助，协助；一份食物 adj.辅助的；给予帮助的 v.帮助；扶持（help的ing形式）

144 Horus 1 ['hɔ:rəs] n.何露斯（古代埃及的太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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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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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imaging 1 ['imidʒiŋ] n.成像 v.想像（image的ing形式）；画…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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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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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keeping 1 ['ki:piŋ] n.保管；一致；协调；遵守 v.保持；遵守（keep的ing形式）

151 kestrel 1 ['kestrəl] n.（产于欧洲的）茶隼

152 killed 1 [kild] adj.被杀死的；镇静的；隔开的 vt.杀（kill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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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ast 1 [lɑ:st, læst] n.末尾，最后；上个；鞋楦（做鞋的模型） adj.最后的；最近的，最新的；仅剩的；最不可能…的 vi.持续；维
持，够用；持久 vt.度过，拖过；使维持 adv.最后地；上次，最近；最后一点 n.(Last)人名；(英、德、葡、罗、瑞典)拉斯特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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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leads 1 ['ledz] n. 引线 名词lead的复数形式.

157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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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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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link 1 [liŋk] n.[计]链环，环节；联系，关系 vt.连接，连结；联合，结合 vi.连接起来；联系在一起；将人或物连接或联系起来 n.
(Link)人名；(英、德、塞、捷、匈、瑞典)林克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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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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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nner 1 ['mænə] n.方式；习惯；种类；规矩；风俗 n.(Manner)人名；(德、芬、瑞典)曼纳

164 medical 1 ['medikəl] adj.医学的；药的；内科的 n.医生；体格检查

165 micro 1 adj.极小的；基本的；微小的 n.<口>微型计算机；微处理器

166 months 1 [mʌnθs] 月份（month的复数）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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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mummification 1 [,mʌmifi'keiʃən] n.[医]木乃伊化

169 mummy 1 ['mʌmi] n.妈妈；木乃伊；干瘪的人

170 natron 1 ['neitrɔn, -trən] n.天然碳酸钠；[无化]泡碱 n.(Natron)人名；(阿拉伯)纳特隆

171 neck 1 [nek] n.脖子；衣领；海峡 vi.搂著脖子亲吻；变狭窄 vt.使变细；与…搂著脖子亲吻 n.(Neck)人名；(德、意、英)内克

172 offerings 1 ['ɒfərɪŋz] n. 提供之物

173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174 oils 1 ['ɔɪlz] 轻质石油产品,油剂,油类

175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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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open 1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178 opening 1 ['əupəniŋ] n.开始；机会；通路；空缺的职位 adj.开始的 v.开放（open的ing形式）；打开；公开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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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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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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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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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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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repared 1 adj.准备好的 v.准备（prepare的过去分词）

186 probably 1 ['prɔbəbli] adv.大概；或许；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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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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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ray 1 n.射线；光线；【鱼类】鳐形目(Rajiformes)鱼 vt.放射；显出 vi.放射光线；浮现

190 re 1 [rei, ri:] prep.再，重新 abbr.修订版（revisededition）；回复，答复（reply） n.(Re)人名；(英、意、塞)雷

191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2 regain 1 [ri'gein, ri:-] vt.恢复；重新获得；收回 vi.上涨 n.收复；取回

193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194 repor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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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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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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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98 Richard 1 ['ritʃəd] n.理查德（男子名）

199 rough 1 [rʌf] adj.粗糙的；粗略的；粗野的；艰苦的；未经加工的 vt.使粗糙；粗暴对待；草拟 n.艰苦；高低不平的地面；未经
加工的材料；粗糙的部分 vi.举止粗野 adv.粗糙地；粗略地；粗暴地 n.(Rough)人名；(英)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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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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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erve 1 [sə:v] vt.招待，供应；为…服务；对…有用；可作…用 vi.服役，服务；适合，足够；发球；招待，侍候 n.发球，轮到发
球 n.(Serve)人名；(法)塞尔夫



204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205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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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ky 1 [skai] n.天空；顶点 vt.把…投向空中；把…挂得过高 vi.踢或击高空球；把桨叶翘得过高；飞涨 n.(Sky)人名；(英)斯凯

207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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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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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trips 1 n.条（strip的复数）；分割公债，本息拆离；简易机场 v.剥夺（stirp的三单形式）；剥光…的外皮；把…切成细条；剥
去；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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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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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13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14 supports 1 [sə'pɔː ts] n. 支持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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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technique 1 [tek'ni:k] n.技巧，技术；手法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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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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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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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21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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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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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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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treated 1 [triː tɪd] v. 对待；招待；治疗 vbl. 对待；招待；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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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us 1 pron.我们

228 votive 1 ['vəutiv] adj.奉献的（副词votively）；献纳的；诚心祈求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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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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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32 week 1 [wi:k] n.周，星期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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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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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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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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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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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wrapping 1 ['ræpiŋ] n.包装纸，包装材料 adj.包装用的 v.裹住（wrap的ing形式）

239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