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8-12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Study Inside of
One of Stonehenge's Stones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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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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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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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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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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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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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8 analyze 1 ['ænəlaiz] vt.对…进行分析，分解（等于analyse）

9 analyzed 1 ['ænəlaɪzd] adj. 分析的 动词analy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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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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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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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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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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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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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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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8 BC 1 [ˌbiː 'siː ] abbr. 公元前(=Before Christ) =B.；C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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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21 before 1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22 begins 1 [bɪ'ɡɪn] v. 开始；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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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billion 2 ['biljən] n.十亿；大量 num.十亿 adj.十亿的 n.(Billion)人名；(法)比利翁

25 brighter 1 [braɪt] adj. 明亮的；聪明的；阳光的；生动的；有前途的 adv. 一早 n. 亮色

26 Brighton 1 n.布莱顿（英国南部城市）

27 Britain 2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28 builders 1 ['bɪldəz] n. 洗选强化剂

29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0 b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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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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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carefully 1 ['kɛəfəli] adv.小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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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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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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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ircular 1 adj.循环的；圆形的 n.通知，传单

37 CM 1 abbr. =(centimeter)厘米

38 color 1 ['kʌlə] n.颜色；肤色；颜料；脸色 vt.粉饰；给...涂颜色；歪曲 vi.变色；获得颜色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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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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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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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omplete 1 [kəm'pli:t] adj.完整的；完全的；彻底的 vt.完成

42 core 5 [kɔ:] n.核心；要点；果心；[计]磁心 vt.挖...的核 n.(Core)人名；(英)科尔；(西、意)科雷

43 covers 1 英 ['kʌvə(r)] 美 ['kʌvər] n. 封面；盖子；套子；表面 v. 覆盖；涉及；包含；掩护；给…保险

44 created 1 [kri'ː eɪtɪd] adj. 创造的 v. 创造；创设；制造 vbl. 创造；创作；设立

45 crystals 1 [k'rɪstlz] n. 晶体；结晶乙酸柏木酯 名词crystal的复数形式.

46 ct 1 abbr.静态试验（CaptiveTest）；中央标准时间（CentralTime）

47 damage 2 n.损害；损毁；赔偿金 vi.损害；损毁 vt.损害，毁坏

48 dated 1 ['deitid] adj.陈旧的；过时的；有日期的 v.注有日期（d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49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50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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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diameter 1 [dai'æmitə] n.直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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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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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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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57 due 1 [dju:, du:] adj.到期的；预期的；应付的；应得的 n.应付款；应得之物 adv.正（置于方位词前） n.(Due)人名；(英)迪尤

58 dunham 1 n.(Dunham)人名；(英)邓纳姆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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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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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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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ither 2 adj.两者之中任一的；两者之中每一的 prep.任何一个 conj.也（用于否定句或否定词组后）；根本 pron.任一，两方，随
便哪一个；两者中的一个或另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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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England 1 n.英格兰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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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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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examination 1 [ig,zæmi'neiʃən] n.考试；检查；查问

68 examinations 1 检查

69 excavate 1 ['ekskə,veit] vt.挖掘；开凿 vi.发掘；细查

70 excavated 1 ['ekskəveɪt] v. 挖掘；挖开；发掘（古物）

71 explains 1 [ɪk'spleɪn] v. 说明；解释

72 exposed 2 [ik'spəuzd] adj.暴露的，无掩蔽的 v.暴露，揭露（expose的过去分词）

73 firs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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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ollow 1 ['fɔləu] vt.跟随；遵循；追求；密切注意，注视；注意；倾听 vi.跟随；接着 n.跟随；追随

75 for 11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6 formed 1 [fɔ:md] adj.成形的，成形 v.成形加工（form过去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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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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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gave 2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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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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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gray 1 [grei] adj.灰色的；苍白的；灰白头发的；阴郁的 n.灰色；暗淡的光线 vi.成为灰色或灰白 vt.使成灰色或灰白 n.(Gray)人
名；(意)格拉伊；(英、法、葡、瑞典)格雷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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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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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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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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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h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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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88 him 1 [him, 弱im] pron.他（宾格） n.(Him)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欣；(柬)亨；(中)谦(广东话·威妥玛)

89 howe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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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91 ideal 1 [ai'diəl] adj.理想的；完美的；想象的；不切实际的 n.理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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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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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95 insid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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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involved 2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97 involving 1 [ɪn'vɒlvɪŋ] adj. 包括的 动词involve的现在分词.

98 is 9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9 i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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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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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itself 1 [it'self] pron.它自己；它本身

102 john 2 [dʒɔn] n.厕所

103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104 kept 1 [kept] adj.受人资助控制的 v.保持；维持；保管（keep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5 kilometers 1 n. 千米，公里（kilometer复数形式）

106 knocked 1 英 [nɒk] 美 [nɑːk] v. 敲击；互撞；攻击 n. 敲；敲门；敲打

107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08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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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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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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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led 2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12 located 1 英 [ləʊ'keɪtɪd] 美 ['loʊkeɪtɪd] adj. 处于；位于

113 lo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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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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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mad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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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man 1 [mæn] n.人；男人；人类；丈夫；雇工 vt.操纵；给…配置人员；使增强勇气；在…就位 n.(Man)人名；(俄)马恩；(英、
葡、意、罗、捷、尼、老、缅、柬)曼；(日)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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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mater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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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20 means 2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21 meter 1 [mi:tə] n.米；仪表；[计量]公尺；韵律 vt.用仪表测量 vi.用表计量 n.(Meter)人名；(英)米特；(塞)梅特

122 meters 2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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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microscopes 1 ['maɪkrəskəʊps] 显微镜

125 monument 1 ['mɔnjumənt] n.纪念碑；历史遗迹；不朽的作品 vt.为…树碑

126 moon 1 [mu:n] n.月亮；月球；月光；卫星 vi.闲荡；出神 vt.虚度 n.(Moon)人名；(瑞典)莫恩；(柬)蒙；(英)穆恩；(缅)孟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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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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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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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moved 2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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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Nash 6 [næʃ] n.纳什（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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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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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objec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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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objects 1 ['ɒbjekts] n. 目标；对象 名词objec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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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off 1 [ɔ:f, ɔf] prep.离开；脱落 adv.切断；走开 adj.远离的；空闲的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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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o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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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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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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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origin 2 ['ɔridʒin, 'ɔ:-] n.起源；原点；出身；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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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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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owner 1 ['əunə] n.[经]所有者；物主

146 pale 1 [peil] adj.苍白的；无力的；暗淡的 n.前哨；栅栏；范围 vt.使失色；使变苍白；用栅栏围 vi.失色；变苍白；变得暗淡 n.
(Pale)人名；(塞)帕莱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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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pattern 1 ['pætən] n.模式；图案；样品 vt.模仿；以图案装饰 vi.形成图案

149 permission 1 [pə'miʃən] n.允许，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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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Philips 1 ['filips] n.飞利浦（荷兰公司名）

152 Phillips 2 ['filips] n.飞利浦（电子产业集团）；菲利普斯（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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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pieces 3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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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157 plos 1 普洛斯

158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159 possibilities 1 英 [ˌpɒsə'bɪləti] 美 [ˌpɑːsə'bɪləti] n. 可能；可能性；可能的事情；潜在的价值

160 previous 1 ['pri:vjəs] adj.以前的；早先的；过早的 adv.在先；在…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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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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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ulled 1 ['pʊld] adj. 牵引的 v. 拉；拖；牵；拔（动词pull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64 p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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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quartz 3 [kwɔ:ts] n.石英

166 questions 1 ['kwestʃənz] n. 问题，疑问，难题 名词question的复数形式.

167 random 2 ['rændəm] adj.[数]随机的；任意的；胡乱的 n.随意 adv.胡乱地

168 rays 1 [reɪz] n. 射线 名词ray的复数形式.

16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70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171 remarkable 1 [ri'mɑ:kəbl] adj.卓越的；非凡的；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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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removing 1 [riː 'muːvɪŋ] n. 消除；排除；除去 动词rem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73 repair 2 [ri'pεə] vi.修理；修复 vt.修理；恢复；补救，纠正 n.修理，修补；修补部位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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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research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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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researchers 5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77 resistance 1 [ri'zistəns] n.阻力；电阻；抵抗；反抗；抵抗力

178 resists 2 [rɪ'zɪst] v. 抵制；抵抗；反抗；忍住 n. 防蚀涂层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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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returned 1 [ri'tə:nd] adj.回国的；归来的；被送回的

181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82 revealed 1 [ri'vi:ld] v.透露（reveal的过去式）；显示

183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184 Robert 1 ['rɔbət] n.罗伯特（男子名）

185 rock 2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186 rod 2 n.棒；惩罚；枝条；权力 n.(Rod)人名；(英、法、德、捷、希)罗德；(阿拉伯)鲁德；(老)罗

187 rollers 1 英 ['rəʊləz] 美 ['roʊləz] n. 滚筒；滚轴；绷带卷 名词roller的复数形式.

188 roughly 1 ['rʌfli] adv.粗糙地；概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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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sai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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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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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sample 7 ['sɑ:mpl, 'sæ-] vt.取样；尝试；抽样检查 n.样品；样本；例子 adj.试样的，样品的；作为例子的 n.(Sample)人名；(英)桑
普尔

193 samples 1 ['sɑːmplz] n. 采样；示例 名词sample的复数形式.

194 sand 1 [sænd] n.沙；沙地；沙洲；沙滩；沙子 vt.撒沙于；以沙掩盖；用砂纸等擦平或磨光某物；使撒沙似地布满；给…掺沙子
vi.被沙堵塞 n.(Sand)人名；(英、德、意、芬、罗、捷、挪)桑德；(瑞典)桑德；(法)桑

195 sarsen 9 ['sɑ:sən] n.[地质]砂岩漂砾；砂岩残块 n.(Sarsen)人名；(俄)萨尔森

196 scan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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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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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 series 1 ['siəri:z, -riz] n.系列，连续；[电]串联；级数；丛书

199 shand 1 n. 尚德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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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02 silcrete 2 [sɪlk'riː t] 硅质壳层,硅结砾岩

203 site 3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04 smal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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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so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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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somethin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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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source 1 [sɔ:s] n.来源；水源；原始资料 n.(Source)人名；(法)苏尔斯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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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tands 1 [stænd] v. 站立；忍受；位于；停滞 n. 站立；货摊；停顿；看台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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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t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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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stone 8 [stəun] n.石头；结石；[宝]宝石 adj.石的，石制的 vt.向扔石块；用石头铺 n.(Stone)人名；(捷)斯托内；(瑞典)斯托内；
(英)斯通

213 Stonehenge 10 n.巨石阵；史前时期巨大石柱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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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stones 6 n.石子（stone的复数）；小石头 v.向…扔石子；用石块铺（stone的三单形式） n.(Stones)人名；(英)斯通斯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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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straight 1 adj.直的；连续的；笔直的；正直的；整齐的；异性恋的 adv.直接地；不断地；立即；坦率地 n.直；直线；直男，直
女，异性恋者 n.(Straight)人名；(英)斯特雷特

217 structure 2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18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219 study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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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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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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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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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term 1 n.术语；学期；期限；条款；(代数式等的)项 vt.把…叫做 n.(Term)人名；(泰)丁

225 testing 1 ['testiŋ] n.[试验]测试 adj.试验的；棘手的 v.测验；考查；受考验（test的ing形式）

226 th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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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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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8 the 38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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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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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thin 1 [θin] adj.薄的；瘦的；稀薄的；微弱的 vt.使瘦；使淡；使稀疏 vi.变薄；变瘦；变淡 adv.稀疏地；微弱地 n.细小部分 n.
(Thin)人名；(越)辰；(柬)廷

232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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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234 tightly 1 ['taitli] adv.紧紧地；坚固地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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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37 took 1 v.拿；取；接受（take的过去式）

238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239 uncover 1 [,ʌn'kʌvə] vt.发现；揭开；揭露 vi.发现；揭示；揭去盖子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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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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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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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up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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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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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various 1 ['vεəriəs] adj.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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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as 6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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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weather 3 ['weðə] n.天气；气象；气候；处境 vt.经受住；使风化；侵蚀；使受风吹雨打 vi.风化；受侵蚀；经受风雨 adj.露天
的；迎风的 n.(Weather)人名；(英)韦瑟

250 weathering 1 ['weðəriŋ] n.[地质]风化作用；[水利]泻水斜度；挡风雨材料 v.风干；使退色；经受住（weather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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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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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3 where 2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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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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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wi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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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iltshire 1 ['wiltʃə] n.威尔特郡（英格兰南部的一郡）

258 wind 1 [[wɪnd] n.风；呼吸；气味；卷绕 vt.缠绕；上发条；使弯曲；吹号角；绕住或缠住某人 vi.缠绕；上发条；吹响号角 n.
(Wind)人名；(英、德、瑞典)温德

259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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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ork 3 n.工作；[物]功；产品；操作；职业；行为；事业；工厂；著作；文学、音乐或艺术作品 vt.使工作；操作；经营；使缓
慢前进 vi.工作；运作；起作用 n.（英、埃塞）沃克（人名）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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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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