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0-2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n Diego Zoo Clones
Endangered Hors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in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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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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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se 14 n.马；骑兵；脚架；海洛因 vt.使骑马；系马于；捉弄 vi.骑马；作弄人 n.(Horse)人名；(瑞典)霍尔瑟

5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to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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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kurt 12 [kə:t] n.库尔特（男子名）

8 zoo 12 [zu:] n.动物园 n.(Zoo)人名；(朝)朱；(阿拉伯)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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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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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horses 7 ['hɔː sɪz] n. 马（名词horse的复数形式） v. 骑马；捉弄（动词hors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2 diego 6 n.迭戈（男子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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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5 S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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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tha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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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ld 6 [waild] adj.野生的；野蛮的；狂热的；荒凉的 n.荒野 adv.疯狂地；胡乱地 n.(Wild)人名；(英)怀尔德；(法、德、葡、捷、
匈)维尔德

18 with 6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19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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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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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was 5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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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reed 4 [bri:d] vi.繁殖；饲养；产生 vt.繁殖；饲养；养育，教育；引起 n.[生物]品种；种类，类型 n.(Breed)人名；(英)布里德

24 cells 4 ['selz] n. 单元；细胞 名词cell的复数形式.

25 his 4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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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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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other 4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29 scientists 4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30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31 cloned 3 英 [kləʊn] 美 [kloʊn] n. 克隆；无性繁殖；复制品 v. 克隆；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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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first 3 [fə:st] adv.第一；首先；优先；宁愿 n.第一；开始；冠军 adj.第一的；基本的；最早的 num.第一 n.(First)人名；(英)弗斯
特；(捷)菲尔斯特

34 li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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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says 3 [sez] v.说（第三人称单数）

36 wi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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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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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cestors 2 ['ænsestəz] n. 祖先；前辈 名词ancesto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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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nother 2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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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Asia 2 ['eiʃə] n.亚洲

42 baby 2 ['beibi] n.婴儿，婴孩；孩子气的人 vt.纵容，娇纵；把……当婴儿般对待 adj.婴儿的；幼小的 n.(Baby)人名；(法、葡)巴
比；(英)巴比，芭比(女名)；(俄)巴贝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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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birth 2 [bɑ:θ] n.出生；血统，出身；起源

45 California 2 [,kæli'fɔ:njə] n.加利福尼亚（美国一个州）

46 china 2 n.瓷器 adj.瓷制的 n.China，中国 adj.China，中国的

47 conservation 2 [,kɔnsə'veiʃən] n.保存，保持；保护

48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49 egg 2 n.蛋；卵子；家伙；鸡蛋 vt.煽动；怂恿 n.(Egg)人名；(法、英)埃格

50 endangered 2 [in'deindʒəd] adj.濒临灭绝的；有生命危险的

51 Europe 2 ['juərəp] n.欧洲

52 expected 2 [iks'pektid] adj.预期的；预料的 v.预期；盼望（expect的过去分词）

53 female 2 ['fi:meil] adj.女性的；雌性的；柔弱的，柔和的 n.女人；[动]雌性动物

54 frozen 2 ['frəuzn] adj.冻结的；冷酷的 v.结冰（freeze的过去分词）；凝固；变得刻板

55 group 2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56 hav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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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important 2 [im'pɔ:tənt] adj.重要的，重大的；有地位的；有权力的

58 major 2 ['meidʒə] adj.主要的；重要的；主修的；较多的 n.[人类]成年人；主修科目；陆军少校 vi.主修 n.(Major)人名；(西)马霍
尔；(法)马若尔；(捷、德、塞、瑞典)马约尔；(英)梅杰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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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mother 2 ['mʌðə] n.母亲；大娘；女修道院院长 vt.生下；养育；像母亲般关怀或照管 adj.母亲的；出生地的

61 officials 2 [ə'fɪʃls] n. 官员 名词official的复数形式.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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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population 2 [,pɔpju'leiʃən] n.人口；[生物]种群，[生物]群体；全体居民

64 Russian 2 ['rʌʃən] adj.俄国的；俄语的 n.俄语；俄国人

65 smithsonian 2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史密斯森协会(联合国博物馆)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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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texas 2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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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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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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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used 2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73 variation 2 [,vεəri'eiʃən] n.变化；[生物]变异，变种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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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who 2 pron.谁；什么人

76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77 zoos 2 [zu ]ː n. 动物园；拥挤杂乱的地方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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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a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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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Acts 1 [ækts] abbr.声控遥测系统（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声控制与遥测系统
（AcousticControlandTelemetrySystem）

81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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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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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85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6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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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anything 1 ['eniθiŋ] pron.任何事

89 areas 1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90 Asiatic 1 [,eiʃi'ætik] n.亚洲人 adj.亚洲的；亚洲人的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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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August 1 ['ɔː gəst] adj.威严的；令人敬畏的 n.八月（简写为Aug） n.(August)人名；(法、葡、西、俄、罗、英、德、瑞典、挪)奥
古斯特

93 Australia 1 [ɔ'streiljə] n.澳大利亚，澳洲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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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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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97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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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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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101 benirschke 1 n. 贝尼尔施克

102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103 bob 1 [bɔb] n.短发；摆动；浮子；轻敲；悬挂的饰品 vt.剪短；敲击；使上下快速摆动 vi.上下跳动；振动 n.(Bob)人名；(英)鲍勃
(男子教名Robert的昵称)

104 born 1 [bɔ:n] v.出世（bear的过去分词） adj.天生的 n.(Born)人名；(柬)邦；(英、西、俄、捷、德、瑞典、匈)博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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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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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ca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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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Caty 1 卡蒂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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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centers 1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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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clone 1 [kləun] n.克隆；无性系；无性繁殖；靠营养生殖而由母体分离繁殖的植物 vt.无性繁殖，复制

113 clones 1 英 [kləʊn] 美 [kloʊn] n. 克隆；无性繁殖；复制品 v. 克隆；复制

114 cloning 1 ['kləuniŋ] n.克隆 v.无性繁殖（clon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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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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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compan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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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continue 1 [kən'tinju:] vi.继续，延续；仍旧，连续 vt.继续说…；使…继续；使…延长

119 cows 1 n.牛；乳牛（cow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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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122 differs 1 英 ['dɪfə(r)] 美 ['dɪfər] vi. 不同；有区别

123 disappeared 1 [dɪsə'piəd] adj. 消失的 动词disapp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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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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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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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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y 1 ['dɔli] n.洋娃娃；手推车；移动式摄影车；洗衣搅棒 vt.用移动车移动 vi.移动摄影车

127 dr 1 abbr.速度三角形定位法（deadreckoning）；数据记录器（DataRecorder）

128 east 1 [i:st] n.东方；东风；东方国家 adj.东方的；向东的；从东方来的 adv.向东方，在东方 n.(East)人名；(英)伊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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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fforts 1 ['efəts] 努力

131 embryo 1 ['embriəu] n.[胚]胚胎；胚芽；初期 adj.胚胎的；初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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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quine 1 ['ekwain, 'i:-] adj.马的；象马的 n.马

134 escaped 1 [ɪ'skeɪpt] adj. 逃脱的 动词escap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5 Evans 1 ['evənz] n.埃文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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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ist 1 [ig'zist] vi.存在；生存；生活；继续存在

138 explorer 1 n.探险家；勘探者；探测器；[医]探针

139 facility 1 [fə'siliti] n.设施；设备；容易；灵巧

140 farm 1 [fɑ:m] vi.种田，务农；经营农场 n.农场；农家；畜牧场 vt.养殖；耕种；佃出（土地）

141 father 1 ['fɑ:ðə] n.父亲，爸爸；神父；祖先；前辈 vt.发明，创立；当…的父亲

142 forty 1 ['fɔ:ti] n.四十 adj.四十的；四十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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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future 1 ['fju:tʃə] n.未来；前途；期货；将来时 adj.将来的，未来的

145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46 genetic 1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147 genetically 1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148 gets 1 ['ɡets] 动词get的第三人称单数

149 global 1 ['gləubəl] adj.全球的；总体的；球形的

150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51 growing 1 ['grəuiŋ] adj.发展的；成长的 v.生长（grow的ing形式）

152 ha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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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ai 1 [hai] abbr.国际保健行动（HealthActionInternational）；自动调温式空气滤清器系统（HotAirIntake） n.(Hai)人名；(阿拉
伯、巴基)哈伊

154 himself 1 [him'self] pron.他自己；他亲自，他本人

155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56 hopeful 1 ['həupful] adj.有希望的；有前途的 n.有希望成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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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humans 1 ['hjuːmənz] n. 人类 名词human的复数形式.

159 hungry 1 ['hʌŋgri] adj.饥饿的；渴望的；荒年的；不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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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individuals 1 [ɪndɪ'vɪdʒuəlz] 个人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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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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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jointly 1 ['dʒɔintli] adv.共同地；连带地

165 Jonathan 1 ['dʒɔnəθən] n.乔纳森（男子名）

166 Kazakhstan 1 [,ka:za:k'sta:n] n.哈萨克斯坦（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已于1991年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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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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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laboratory 1 [lə'bɔrətəri] n.实验室，研究室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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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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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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later 1 ['leitə] adv.后来；稍后；随后 adj.更迟的；更后的 n.(Later)人名；(德)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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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left 1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174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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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likes 1 n.好恶；爱好的事物 v.喜欢；愿意（lik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Likes)人名；(英)莱克斯

177 litt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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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79 looks 1 [lʊks] n. 外貌(恒用复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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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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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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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mice 1 [mais] n.老鼠（mouse的复数） n.(Mice)人名；(塞)米采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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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Mongolia 1 [mɔŋ'gəuliə; 'mɔn-] n.蒙古

186 Mongolian 1 n.蒙古人；蒙古语 adj.蒙古人的；蒙古语的

187 monkeys 1 ['mʌŋki] n. 猴子；猴一样的人 v. 嘲弄；胡闹；模仿

188 month 1 [mʌnθ] n.月，一个月的时间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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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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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museum 1 [mju:'ziəm] n.博物馆

192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93 named 1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194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195 Nikolai 1 n. 尼古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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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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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nucleus 1 ['nju:kliəs] n.核，核心；原子核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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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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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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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operates 1 英 ['ɒpəreɪt] 美 ['ɑːpəreɪt] v. 操作；运转；经营；动手术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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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206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207 pigs 1 n.猪（pig的复数）

208 placed 1 [pleɪst] adj. 名列前茅的（多指赛马） 动词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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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lay 1 [plei] vt.游戏；扮演；演奏；播放；同…比赛 vi.演奏；玩耍；上演；参加比赛 n.游戏；比赛；剧本 n.(Play)人名；(法、瑞
典)普莱

211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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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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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瑞典)普雷斯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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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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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protected 1 [prə'tektid] adj.受保护的 v.保护；防卫（protect的过去分词）

216 provided 1 [prə'vaidid] conj.假如；倘若 v.提供；给予（provide的过去式）

217 pushed 1 [puʃt] adj.处于窘境的；为难的；推挤现象的 v.推；挤；逼迫（pus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18 pushes 1 [pʊʃ] v. 推；按；挤；逼迫；催促 n. 推；奋力；决心

219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20 reestablish 1 英 [ˌriː ɪ'stæblɪʃ] 美 [ˌriː ə'stæblɪʃ] v. 重建；复兴；恢复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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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removed 1 [ri'mu:vd] adj.远离的；隔了...代的 v.remove的变形

223 replaced 1 [rɪ'pleɪsd] adj. 被替换的 动词repla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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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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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27 restore 1 [ri'stɔ:] vt.恢复；修复；归还 vi.恢复；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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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revive 1 [ri'vaiv] vi.复兴；复活；苏醒；恢复精神 vt.使复兴；使苏醒；回想起；重演，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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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ai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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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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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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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sciences 1 科学

235 sees 1 abbr.扩展企业应用套件（SageExtendedEnterpriseSuite）

236 shared 1 英 [ʃeəd] 美 [ʃerd] adj. 共享的；共用的 v. 分享，共享；分配；共有（动词sh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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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sheep 1 [ʃiː p] n.羊，绵羊；胆小鬼

239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40 skull 1 [skʌl] n.头盖骨，脑壳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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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someday 1 ['sʌm,dei] adv.有一天，有朝一日

243 southern 1 ['sʌðən] adj.南的；南方的 n.南方人 n.(Southern)人名；(英)萨瑟恩

244 spec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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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step 1 [step] n.步，脚步；步骤；步伐；梯级 vi.踏，踩；走 vt.走，迈步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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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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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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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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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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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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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thickset 1 ['θik'set] adj.粗短的；矮胖的；繁茂的，稠密的 n.厚斜纹布；灌木丛，密篱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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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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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throughout 1 [θru:'aut] adv.自始至终，到处；全部 prep.贯穿，遍及

255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56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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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8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259 twenty 1 ['twenti] n.二十；二十年代 num.二十 adj.二十的

260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61 veterinary 1 ['vetərinəri] adj.兽医的 n.兽医（等于veterinar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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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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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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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ere 1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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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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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 wiese 1 n. 威斯

269 wildlife 1 ['waildlaif] n.野生动植物 adj.野生动植物的

270 womb 1 [wu:m] n.[解剖]子宫；发源地 vt.容纳

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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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2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7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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