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09-15 [As It Is] South Korean Researchers Make Animal-Like
'Skin' 词汇表词汇表

1 actively 1 ['æktɪvli] adv. 积极地；活跃地；勤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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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ding 1 ['ædiŋ] v.增加（add的ing形式） n.(Adding)人名；(瑞典)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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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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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lice 2 ['ælis] n.爱丽丝（女子名）

7 also 1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8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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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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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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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around 2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14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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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a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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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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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e 3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18 behaves 1 [bɪ'heɪv] v. 表现；行为；举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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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nding 1 ['bendɪŋ] n. 弯曲度(偏移；透镜的配曲调整) v. 弯曲

21 bent 1 [bent] n.爱好，嗜好 adj.弯曲的；决心的 n.(Bent)人名；(英、西、丹、挪、印)本特

22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23 Bryant 2 ['braiənt] n.布赖恩特（男子名，等于Brian）

24 buildings 1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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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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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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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a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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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apable 1 ['keipəbl] adj.能干的，能胜任的；有才华的

30 cars 1 英 [kɑ:z] 美 [kɑ:rz] n. 汽车；车辆 名词c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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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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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hameleon 3 [kə'mi:liən] n.变色龙；善变的人；轻浮的人

34 change 3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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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changes 2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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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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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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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clothing 2 ['kləuðiŋ] n.（总称）[服装]服装；帆装 v.覆盖（clothe的ing形式）；给…穿衣

41 col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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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olored 1 ['kʌləd] adj.有色的；着色的；有色人种的 v.把...染色，粉饰，脸红（color的过去时和过去分词形式）

43 colors 6 ['kɒlərz] n. 彩色 名词color的复数形式.

44 communications 1 英 [kəmjuːnɪ'keɪʃ(ə)nz] 美 [kə̩ mjuːnɪ'keɪʃənz] n. 通信技术；通讯设备 名词communication的复数形式.

45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46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47 copy 1 ['kɔpi] vi.复制；复印；抄袭 vt.复制；复印；抄袭 n.副本；一册；摹仿

48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49 create 2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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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crystal 3 ['kristəl] n.结晶，晶体；水晶；水晶饰品 adj.水晶的；透明的，清澈的 n.(Crystal)人名；(英)克里斯特尔，克丽丝特尔(女
名)

52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53 desert 1 ['dezət] vt.遗弃；放弃；逃跑 vi.遗弃；开小差；逃掉 n.沙漠；荒原；应得的赏罚 adj.沙漠的；荒凉的；不毛的

54 designs 2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55 detects 1 [dɪ'tekt] v. 发觉；察觉；探测

56 developed 2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57 device 2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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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dressing 1 ['dresiŋ] n.穿衣；加工；调味品；装饰；梳理 v.给…穿衣；为…打扮（dress的现在分词）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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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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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electrical 1 [i'lektrikəl] adj.有关电的；电气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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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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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c 1 adv.等等，及其他

67 exactly 1 [ig'zæktli] adv.恰好地；正是；精确地；正确地

68 explained 1 [ɪksp'leɪnd] v. 解释；说明 vbl. 解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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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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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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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flexible 3 ['fleksibl] adj.灵活的；柔韧的；易弯曲的

73 floors 1 英 [flɔː (r)] 美 [flɔː r] n. 地面；地板；楼层；底部 vt. 铺地板；击倒；(油门)踩到底

74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75 forest 1 ['fɔrist] vt.植树于，使成为森林 n.森林 n.(Forest)人名；(法)福雷；(英、西)福雷斯特

76 forms 1 ['fɔː 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77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78 goes 1 [gəuz] vi.前进；行走（go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Goes)人名；(瑞典)约斯；(法、德)格斯；(荷)胡斯

79 green 1 [gri:n] adj.绿色的；青春的 n.绿色；青春 vt.使…变绿色 vi.变绿色 n.(Green)人名；(英、意)格林；(瑞典、芬)格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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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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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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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heat 2 [hi:t] n.高温；压力；热度；热烈 vt.使激动；把…加热

85 Heaters 4 n. 加热器；取暖器（heater的复数形式）

86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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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human 1 ['hju:mən] adj.人的；人类的 n.人；人类 n.(Human)人名；(英)休曼

88 hundred 1 ['hʌndrəd] n.一百；许多 adj.一百的；许多的 num.百；百个

89 hwan 1 [hwɑ:n] n.圆（韩国货币单位）；青紫色；紫蓝子

90 if 1 [if] conj.（表条件）如果；即使；是否；（表假设）假如 n.条件；设想

91 immediately 1 [i'mi:diətli] adv.立即，立刻；直接地 conj.一…就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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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information 3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94 is 5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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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its 5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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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99 KO 7 ['kei'əu] abbr.让开，不让接近（keepoff） vt.击倒对手 n.（拳击中）击倒，打倒

100 Korean 2 [kə'riən] adj.韩国人的；韩国语的；朝鲜人的；朝鲜语的 n.韩国人；韩国语；朝鲜人；朝鲜语

101 layer 1 n.层，层次；膜；[植]压条；放置者，计划者 vt.把…分层堆放；借助压条法；生根繁殖；将（头发）剪成不同层次 vi.
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102 layers 2 ['leɪəs] n. 层 名词laye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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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05 less 1 [les] adv.较少地；较小地；更小地 adj.较少的；较小的 prep.减去 n.较少；较小 n.(Less)人名；(德、意、匈、芬)莱斯

106 lies 1 [laɪ] v. 躺下；位于；在于；平放；存在；延伸；说谎 n. 谎言

107 l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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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like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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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lines 1 [laɪnz] n. (剧本中的)台词；诗歌；线条；罚抄 名词line的复数形式.

110 liquid 3 ['likwid] adj.液体的；清澈的；明亮的；易变的 n.液体，流体；流音

111 lizard 1 ['lizəd] n.蜥蜴；类蜥蜴爬行动物 n.(Lizard)人名；(法)利扎尔

112 look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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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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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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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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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materi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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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means 1 n.手段；方法；财产 v.意思是；打算（mean的第三人称单数）[复数means]

118 mechanical 1 [mi'kænikəl] adj.机械的；力学的；呆板的；无意识的；手工操作的

119 mentioned 1 ['menʃnd] adj. 提到的；提过的 动词mentio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20 micrometers 1 n. 微米；千分尺；分厘卡；测微计

121 military 1 ['militəri] adj.军事的；军人的；适于战争的 n.军队；军人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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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motion 1 n.动作；移动；手势；请求；意向；议案 vi.运动；打手势 vt.运动；向…打手势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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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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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nanowire 3 [nænə'ʊaɪər] 纳米线

127 nanowires 1 [nænə'ʊaɪəz] 纳米线

128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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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30 news 2 [nju:z, nu:z] n.新闻，消息；新闻报导

131 normal 1 adj.正常的；正规的；标准的 n.正常；标准；常态；法线（数学） n.(Normal)人名；(德)诺马尔

132 of 11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33 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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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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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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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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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ov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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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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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particular 3 [pə'tikjulə] adj.特别的；详细的；独有的；挑剔的 n.详细说明；个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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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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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popular 1 ['pɔpjulə] adj.流行的，通俗的；受欢迎的；大众的；普及的

143 processor 1 ['prəusesə, 'prɔ-] n.[计]处理器；处理程序；加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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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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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reach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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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reacts 1 [ri'ækt] v. 反应；反攻

148 red 1 [red] n.红色，红颜料；赤字 adj.红色的；红肿的，充血的 n.(Red)人名；(英、德)雷德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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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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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researchers 2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52 reuters 3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53 robot 2 ['rəubɔt, -bət, 'rɔbət] n.机器人；遥控设备，自动机械；机械般工作的人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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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aw 1 vt.看见；明白，了解；锯；锯成；锯开 vi.锯；用锯；将某物锯成小块 n.锯子；谚语 v.see的过去式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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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seeking 1 [siː k] n. 寻找；探索；追求 adj. 追求的 动词seek的现在分词.

158 seen 1 [si:n] adj.看得见的 v.看见；理解（se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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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ensor 1 ['sensə, -sɔ:] n.传感器

161 sensors 3 ['sensəz] 传感器

162 Seoul 1 [səul; 'sjə:ul] n.汉城，首尔（韩国首都）

163 shand 1 n. 尚德

164 shaped 1 [ʃeipt] adj.合适的；成某种形状的；有计划的 vt.发展；成形（shape的过去分词和过去式）

165 shapes 1 [ʃeɪp] n. 形状；形式；身材；定形 vt. 塑造；定形；使 ... 成形

166 silver 3 ['silvə] n.银；银器；银币；银质奖章；餐具；银灰色 adj.银的；含银的；有银色光泽的；口才流利的；第二十五周年的
婚姻 vi.变成银色 vt.镀银；使有银色光泽 n.(Silver)人名；(法)西尔韦；(英、德、芬、瑞典)西尔弗

167 simple 1 ['simpl] adj.简单的；单纯的；天真的 n.笨蛋；愚蠢的行为；出身低微者 n.(Simple)人名；(法)桑普勒

168 skin 9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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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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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soun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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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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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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sout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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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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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specified 1 ['spesɪfaɪd] adj. 指定的；规定的；详细说明的

175 specify 1 ['spesəfai, -si-] vt.指定；详细说明；列举；把…列入说明书

176 squares 1 [sk'weəz] n. 方刚 名词square的复数形式.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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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surroundings 3 [sə'raundiŋz] n.环境；周围的事物

179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180 team 4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181 technology 3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182 temperature 1 n.温度；体温；气温；发烧

183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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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tha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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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the 2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87 then 2 adv.然后；那么；于是；当时；此外 n.(Then)人名；(德)特恩

188 thermochromic 3 [θɜːməʊk'rəʊmɪk] 热致变色

189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90 they 3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91 thickness 1 ['θiknis] n.厚度；层；浓度；含混不清

192 thinner 1 adj.较薄的；较瘦的；较细的（thin的比较级） n.（油漆的）稀释剂；冲淡剂；使变稀薄者，加稀料的制漆工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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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though 1 [ðəu] adv.可是，虽然；不过；然而 conj.虽然；尽管 prep.但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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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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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98 total 1 ['təutəl] adj.全部的；完全的；整个的 vt.总数达 vi.合计 n.总数，合计 n.(Total)人名；(法、德)托塔尔

199 tried 1 adj.可靠的；试验过的 v.尝试，审问，审理，审讯，审判（try的过去分词）

200 turns 1 ['tɜːnz] n. 转向 名词turn的复数形式.

201 type 2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202 under 1 ['ʌndə] prep.低于，少于；在...之下 adv.在下面；在下方 adj.下面的；从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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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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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uses 1 abbr. 美国就业局(=United States Employment Service)

206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07 ve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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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video 1 ['vidiəu] n.[电子]视频；录像，录像机；电视 adj.视频的；录像的；电视的 v.录制

209 walked 1 [wɔː k] v. 步行；陪...走；散步；偷走；走过 n. 步行；散步；人行道

210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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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13 wearable 1 ['wεərəbl] adj.可穿用的，可佩带的；耐用的 n.衣服

214 whatever 1 [hwɔt'evə, 'hwət-] adj.不管什么样的 pron.无论什么；诸如此类 conj.无论什么

215 whe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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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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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 wires 2 ['waɪəz] n. 金属丝；金属线；电线 n. 网格线 名词wire的复数形式.

217 with 3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18 word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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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20 you 3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21 your 1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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