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12-0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Discover How Some
Dinosaurs Grew So Big 词汇表词汇表

1 able 1 ['eibl] adj.能；[经管]有能力的；能干的 n.(Able)人名；(伊朗)阿布勒；(英)埃布尔

2 abou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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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rocanthosaurus 1 n. 高棘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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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dj 2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6 adult 2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7 adulthood 2 ['ædʌlthud, ə'dʌlt-] n.成年；成人期

8 adv 1 ['ædvɜːb] abbr. 副词（=adverb）

9 a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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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gency 2 ['eidʒənsi] n.代理，中介；代理处，经销处

11 ages 1 [eɪdʒ] n. 年龄；时代；时期；长时间 v. （使）变老；（使）陈化

12 ago 1 [ə'gəu] adv.以前，以往 adj.以前的；过去的 n.(Ago)人名；(英、西、意、塞、瑞典)阿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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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llosaurus 1 ['æləsɔ:, ,ælə'-sɔ:rəs] n.异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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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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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nd 11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20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1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22 ano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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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ntarctica 1 [ænt'ɑ:ktikə] n.南极洲

24 appeared 1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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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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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28 Argentina 2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29 Argentinian 1 [,a:dʒən'tiniən] adj.阿根廷的；阿根廷人的 n.阿根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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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a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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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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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basic 1 ['beisik] adj.基本的；基础的 n.基础；要素

34 be 1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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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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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elieved 2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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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big 5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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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bones 5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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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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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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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Canada 1 ['kænədə] n.加拿大（北美洲国家）

45 Carolina 2 [,kærə'lainə] n.卡罗莱纳州（在美国东南部）

46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47 changed 1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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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hicago 1 [ʃi'kɑ:gəu] n.芝加哥（美国中西部城市）

50 children 1 ['tʃildrən] n.孩子们（child的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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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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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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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reatures 1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56 cullen 1 n.卡伦（姓氏）

57 cut 3 [kʌt] n.伤口；切口；削减；（服装等的）式样；削球；切入 vt.[机]切割；削减；缩短；刺痛 vi.[机]切割；相交；切牌；停
拍；不出席 adj.割下的；雕过的；缩减的

58 Dakota 1 [də'kəutə] n.达科他（美国过去一地区名，现分为南、北达科他州） adj.达科他人的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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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61 did 2 [did] v.做（do的过去式）

62 dinosaur 4 ['dainəsɔ:] n.恐龙；过时、落伍的人或事物

63 dinosaurs 9 ['daɪnəsɔː z] n.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

64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65 discovered 1 英 [dɪ'skʌvə(r)] 美 [dɪ'skʌvər] v. 发现；偶然撞见；发觉

66 dunham 1 n.(Dunham)人名；(英)邓纳姆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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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earth 1 n.地球；地表，陆地；土地，土壤；尘事，俗事；兽穴 vt.把（电线）[电]接地；盖（土）；追赶入洞穴 vi.躲进地洞

69 eating 1 ['i:tiŋ] adj.侵蚀的；可生食的；进餐用的 n.吃；食物 v.吃（eat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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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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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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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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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76 experienced 1 [ik'spiəriənst] adj.老练的，熟练的；富有经验的

77 extreme 1 [ik'stri:m] adj.极端的；极度的；偏激的；尽头的 n.极端；末端；最大程度；极端的事物

78 extremely 1 [ik'stri:mli] adv.非常，极其；极端地

79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80 fearsome 1 ['fiəsəm] adj.可怕的；害怕的；极大的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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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findings 1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83 for 4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4 fossilized 3 ['fɒsəlaɪzd] adj. 变成化石的 v. fossilize的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

85 fossils 2 ['fɒslz] 化石

86 from 3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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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fu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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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gigantic 2 [,dʒai'gæntik] adj.巨大的，庞大的

89 grew 5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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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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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row 1 [grəu] vi.发展；生长；渐渐变得… vt.使生长；种植；扩展 n.(Grow)人名；(英)格罗

93 grows 1 英 [ɡrəʊ] 美 [ɡroʊ] v. 增加；生长；变成；种植；逐渐开始

94 growth 6 [grəuθ] n.增长；发展；生长；种植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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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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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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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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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housed 1 [haʊst] adj. 封装的 动词hou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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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unters 1 n. 亨特斯(在美国；西经 118º12' 北纬 48º09')

102 if 2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103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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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include 2 [in'klu:d] vt.包含，包括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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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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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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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jaws 1 n. 钳夹；颚；口；狭口；咽喉 名词jaw的复数形式.

110 jr 1 abbr. （父子同名时；用于儿子姓名后）小(=Junior) abbr. 杂志；期刊(=Journal)

111 kinds 2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12 known 4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13 larg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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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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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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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leg 1 [leg] n.腿；支柱

118 legs 2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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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lived 4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21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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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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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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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ooked 1 [lʊkt] 动词loo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6 machines 1 [mə'ʃiː n] n. 机器；做事效率高的人；工具；车辆 v. 以机器制造

127 mainly 1 ['meinli] adv.主要地，大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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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ario 1 ['mæriəu; 'mɑ:-] n.马里奥（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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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matteo 2 n. 马泰奥

131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132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33 mineral 1 ['minərəl] n.矿物；（英）矿泉水；无机物；苏打水（常用复数表示） adj.矿物的；矿质的

134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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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o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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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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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museum 2 [mju:'ziəm] n.博物馆

139 museums 1 [m'juːziəmz] n. 博物馆，展览馆（名词museum的复数形式）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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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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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neared 1 英 [nɪə(r)] 美 [nɪr] adj. 近的；近似的；亲近的；吝啬的 adv. 在附近；不久以后；几乎；[罕]吝啬地 prep. 附近；接近；临
近；大约；(质量、大小等)相仿；濒临 v. 接近；靠近

143 new 1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44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45 north 4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146 not 5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147 of 2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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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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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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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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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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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paleontologist 2 [,peiliɔn'tɔlədʒist] n.古生物学者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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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period 2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57 proceedings 1 [prə'si:diŋz] n.诉讼；行动（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会议记录；议程

158 provides 1 [prə'vaɪd] v. 供给；提供；准备；规定；抚养

159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160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161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162 rates 1 [reɪt] n. 比率；速度；价格；费用；等级 v. 认为；估价；定等级；值得；怒斥；责骂

163 reach 2 [ri:tʃ] vi.达到；延伸；伸出手；传开 vt.达到；影响；抵达；伸出 n.范围；延伸；河段；横风行驶 n.(Reach)人名；(柬)列

164 reached 3 到达

165 recently 2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66 relatives 1 [relə'tɪvz] n. 亲戚

167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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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reports 1 英 [rɪ'pɔː t] 美 [rɪ'pɔː 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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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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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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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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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rex 6 [reks] n.雷克斯（男子名）；国王；君主

175 rings 1 [rɪŋz] n. 吊环 名词ring的复数形式.

176 ritter 1 ['ritə] n.骑士 n.(Ritter)人名；(英)里特；(西、俄、德、法、匈、捷)里特尔

177 royal 1 ['rɔiəl] adj.皇家的；盛大的；女王的；高贵的；第一流的 n.王室；王室成员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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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sa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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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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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sciences 1 科学

182 scientist 1 ['saiəntist] n.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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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share 1 [ʃεə] vt.分享，分担；分配 vi.共享；分担 n.份额；股份 n.(Share)人名；(阿拉伯)沙雷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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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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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size 3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189 skulls 1 n. 头骨（skull的复数） v. 击中…的头颅（skull的第三人称单数）

190 slowly 2 ['sləuli] adv.缓慢地，慢慢地

191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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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ociety 1 [sə'saiəti] n.社会；交往；社团；社交界

193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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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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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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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south 1 [sauθ, sauð] n.南方，南边；南部 adv.在南方，向南方 adj.南的，南方的 n.(South)人名；(老)苏；(英)索思

197 spurt 3 [spə:t] vi.冲刺；喷出；迸发 n.冲刺；喷射 vt.喷射；喷出

198 stat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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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State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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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steadily 2 ['stedili] adv.稳定地；稳固地；有规则地

201 steady 1 ['stedi] adj.稳定的；不变的；沉着的 vi.稳固 vt.使稳定；稳固；使坚定 adv.稳定地；稳固地 n.关系固定的情侣；固定支
架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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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 strong 1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04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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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207 sue 4 [sju:, su:] vt.控告；请求 vi.控告；提出请求 n.(Sue)人名；(日)末(名)；(法)休；(英)休(女子教名Susan、Susanna的昵称)

208 tall 1 [tɔ:l] adj.高的；长的；过分的；夸大的 adv.夸大地 n.(Tall)人名；(马里、阿拉伯)塔勒；(芬、罗、瑞典)塔尔；(英)托尔；
(土)塔勒

209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10 teeth 1 [ti:θ] n.牙齿

211 that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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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the 30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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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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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theropod 5 ['θiərəpɔd] n.兽脚类的肉食恐龙 adj.兽脚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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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these 2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17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18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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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threatening 1 ['θretəniŋ] adj.危险的；胁迫的；凶兆的 v.威胁；恐吓；迫近（threaten的ing形式）

220 throug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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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ti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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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223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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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om 1 n.雄性动物（尤指雄猫）；汤姆（人名） v.〈美口〉(像汤姆叔一样)逆来顺受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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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27 tyrannosaurs 1 n. 暴龙类恐龙，霸王龙

228 tyrannosaurus 1 [tai,rænə'sɔ:rəs] n.暴龙

229 underground 1 ['ʌndəgraund] adv.在地下；秘密地 adj.地下的；秘密的；先锋派的 n.地下；地铁；地道；地下组织；秘密活动；
先锋派团体

230 united 2 [ju:'naitid] adj.一致的，统一的；团结的，和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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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until 1 [,ʌn'til] conj.在…以前；直到…时 prep.在…以前；到…为止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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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35 ve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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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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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238 walked 2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239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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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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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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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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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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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with 1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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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49 yearly 1 ['jə:li, 'jiə-] adj.每年的 adv.每年；一年一次 n.年刊；年鉴

250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51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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