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0-31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igh Tech Sensing Device
Finds Ancient Structures in Mex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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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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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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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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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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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gricultural 1 [,ægri'kʌltʃərəl] adj.农业的；农艺的

8 Aguada 1 集水洼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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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 an 5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2 ancient 8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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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appear 1 vi.出现；显得；似乎；出庭；登场

15 appearance 1 [ə'piərəns] n.外貌，外观；出现，露面

16 archaeologists 1 n.考古学家( archaeologist的名词复数 )

17 ar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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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rea 4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9 areas 2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20 Arizona 1 [,æri'zəunə] n.美国亚利桑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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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art 1 n.（包括雕塑、绘画、音乐等的）艺术，美术；美术（作）品；艺品（作）品；（表演）艺术；技术，技巧； adj.艺术
的；艺术品的；具有艺术性的 v.be的现在式单数第二人称形式，过时用法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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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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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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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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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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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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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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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behaviour 1 n.行为；习性；运行状况（=behavior）

31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2 believed 1 [bɪ'liː v] v. 相信；认为

33 below 1 [bi'ləu] adv.在下面，在较低处；在本页下面 prep.在…下面 n.(Below)人名；(英、德、芬、瑞典)贝洛

34 birds 1 ['bɜːdz] n. 鸟，鸟类；禽（名词bird的复数形式）

35 border 1 ['bɔ:də] n.边境；边界；国界 vt.接近；与…接壤；在…上镶边 vi.接界；近似 n.(Border)人名；(英)博德

36 boulders 1 n. 岩石；大卵石（boulder的复数形式）

37 building 1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38 built 1 [bilt] v.建造（build的过去分词） adj.身段优美的；…建成的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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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calendars 2 英 ['kælɪndə(r)] 美 ['kælɪndər] n. 日历；历法；日程表；一览表 vt. 把 ... 列入日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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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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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Campeche 1 [kæm'pi:tʃi] n.坎佩切（墨西哥州名）

43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44 Carlos 1 ['ka:lɔs] n.卡洛斯（男子名）

45 carve 1 [kɑ:v] vt.雕刻；切开；开创 vi.切开；做雕刻工作 n.(Carve)人名；(西、瑞典)卡韦

46 carved 2 [kɑːvd] adj. 雕刻了的 动词car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47 Caty 2 卡蒂

48 cen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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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centers 3 英 ['sentə] 美 ['sentər] n. 中心；集中点 v. 居中；使集中 =centre<英>

50 ceremonial 7 [,seri'məunjəl] adj.仪式的；正式的，礼仪的 n.仪式，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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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iapas 1 [tʃi'ɑ:pɑ:s] n.恰帕斯（墨西哥南部一州）

53 co 2 abbr.一氧化碳（carbonmonoxide）；哥伦比亚（Colombia）；现付票（CashOrder）；货源证书（CertificateofOrigin） n.(Co)
人名；(中)措(藏语·汉语拼音)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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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oncept 1 ['kɔnsept] n.观念，概念

56 concepts 1 ['kɒnsepts] 概念

57 control 1 [kən'trəul] n.控制；管理；抑制；操纵装置 vt.控制；管理；抑制

58 cover 2 vt.包括；采访，报导；涉及；行走（一段路程）；掩护；翻唱 n.封面，封皮；盖子；掩蔽物;幌子，借口 vi.覆盖；代
替；敷衍；给…投保； n.(Cover)人名；(英)科弗；(意)科韦尔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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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61 culture 2 ['kʌltʃə] n.文化，文明；修养；栽培 vt.[细胞][微]培养（等于cultivate）

62 cultures 2 ['kʌltʃəz] n. 文化 名词culture的复数形式.

63 cu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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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data 1 ['deitə] n.数据（datum的复数）；资料 n.(Data)人名；(日)驮太(姓)；(印、葡)达塔

65 dates 1 [deɪt] n. 日期；年代；会晤时间；约会；约会对象；枣椰树；枣子 v. 给 ... 标明日期；确定年代；过时；显老；和 ... 约
会；追溯到

66 dating 1 ['deitiŋ] n.约会；记日期的；注明日期 v.约会；定日期（date的ing形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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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depth 1 [depθ] n.[海洋]深度；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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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designs 1 [dɪ'zaɪn] n. 设计；图样；图案；目的 v. 设计；计划

71 detection 1 [di'tekʃən] n.侦查，探测；发觉，发现；察觉

72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73 Diaz 1 n.迪亚兹（男子名）

74 dimensional 3 [di'menʃənəl, dai-] adj.空间的；尺寸的

75 direction 1 [di'rekʃən, dai-] n.方向；指导；趋势；用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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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dunham 1 n.(Dunham)人名；(英)邓纳姆

78 earliest 1 英 ['ɜ lːiɪst] 美 ['ɜ rːliɪst] n. 最早 adj. 最早的

79 early 1 ['ə:li] adj.早期的；早熟的 adv.提早；在初期 n.(Early)人名；(英)厄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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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ffect 1 [i'fekt] n.影响；效果；作用 vt.产生；达到目的

82 engineer 1 [,endʒi'niə] n.工程师；工兵；火车司机 vt.设计；策划；精明地处理 vi.设计；建造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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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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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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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ven)人名；(法)埃旺；(德)埃文；(英)埃文

85 exchanged 1 [ɪks'tʃeɪndʒ] v. 交换；兑换 n. 交换；交易所；兑换；交战

86 existing 1 [ig'zistiŋ] adj.目前的；现存的 v.存在（exist的现在分词）

87 experts 1 英 ['ekspɜ tː] 美 ['ekspɜ rːt] n. 专家；能手 adj. 熟练的；内行的

88 expressions 1 [ik'spreʃənz] n.[数]表达式；表情；公式；表示式（expression是复数形式）

89 eye 1 [ai] n.眼睛；视力；眼光；见解，观点 vt.注视，看 n.(Eye)人名；(德)艾厄；(英)艾

90 faces 1 ['feɪsɪz] n. 面孔 名词fac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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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fenix 1 n. 费尼克斯

93 Fernandez 1 费尔南德斯 n.(Fernandez)人名；(英、法、德、意、葡)费尔南德斯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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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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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finds 1 [faɪnd] v. 发现；找到；认为；觉得；感到；裁决；判定 n. 发现

97 flying 1 ['flaiiŋ] adj.飞行的 n.飞行 v.飞（fly的ing形式）

98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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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form 1 [fɔ:m] n.形式，形状；形态，外形；方式；表格 vt.构成，组成；排列，组织；产生，塑造 vi.形成，构成；排列 n.(Form)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101 found 4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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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gathered 1 ['gæðəɒ] adj. 聚集的；集合的 动词gath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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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Guatemalan 1 [,gwæti'mɑ:lən] adj.危地马拉的（中美洲的一个国家） n.危地马拉人

106 h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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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happening 1 ['hæpəniŋ] n.事件；意外发生的事 v.发生；碰巧（happen的ing形式）

108 ha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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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hav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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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having 1 ['hæviŋ] n.所有；持有；占有 adj.具有的；所有的 v.有（have的ing形式）

111 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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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heads 4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113 hidden 1 ['hidən] adj.隐藏的 v.隐藏，躲藏（hide的过去分词） n.(Hidden)人名；(英)希登

114 high 1 [hai] adj.高的；高级的；崇高的；高音调的 n.高水平；天空；由麻醉品引起的快感；高压地带 adv.高；奢侈地 n.(High)人
名；(英)海伊

115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16 home 1 [həum] n.家，住宅；产地；家乡；避难所 adv.在家，回家；深入地 adj.国内的，家庭的；有效的 vt.归巢，回家 n.(Home)
人名；(德、芬)霍梅；(英、尼)霍姆

117 houses 1 ['hauziz] n.住宅；家园；洋房（house的复数）；房子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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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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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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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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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hundreds 2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123 idea 1 [ai'diə, 'ai'diə] n.想法；主意；概念

124 ideas 1 观念

125 identified 1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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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i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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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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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including 1 [in'klu:diŋ] prep.包含，包括

130 increasingly 1 [in'kri:siŋli] adv.越来越多地；渐增地

131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32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33 infrastructure 2 ['infrə,strʌktʃə] n.基础设施；公共建设；下部构造

134 inomata 5 猪股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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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involved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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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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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is 7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9 i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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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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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john 1 [dʒɔn] n.厕所

142 Juan 1 [hwɑ:n] n.胡安（男子名）

143 kind 1 [kaind] n.种类；性质 adj.和蔼的；宽容的；令人感激的 n.(Kind)人名；(德、俄、法、捷)金德；(瑞典)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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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land 1 [lænd] n.国土；陆地；地面 vt.使…登陆；使…陷于；将…卸下 vi.登陆；到达 n.(Land)人名；(英、德、葡、瑞典)兰德

146 landscape 3 n.风景；风景画；景色；山水画；乡村风景画；地形；（文件的）横向打印格式 vt.对…做景观美化，给…做园林
美化；从事庭园设计 vi.美化（环境等），使景色宜人；从事景观美化工作，做庭园设计师

147 larg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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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larger 1 adj.大的；多量的；大的(large的比较级)；大规模的；众多的；（服装、食物、日用品等）大型号的

14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50 laser 1 ['leizə] n.激光 n.(Laser)人名；(德)拉泽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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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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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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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55 length 1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156 lidar 6 ['laidɑ:] n.激光雷达；激光定位器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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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Lorenzo 5 [lɔ'renzəu] n.洛伦佐（男子名）

159 ma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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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161 majo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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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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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materia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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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65 maya 3 ['maiə] n.马雅人；马雅语 adj.马雅人的；马雅语的

166 measures 1 ['meʒəz] n. 措施；度量；尺寸；[音]拍子；小节 名词measure的复数形式.

167 Mesoamerica 2 [,mesəuə'merikə; ,mez-] n.中美洲，中亚美利加洲

168 Mesoamerican 2 [,mesəuə'merikən] n.美索美洲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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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Mexico 2 ['meksikəu] n.墨西哥

171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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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modification 1 [,mɔdifi'keiʃən] n.修改，修正；改变

173 modifications 1 改性

174 modifying 1 英 ['mɒdɪfaɪ] 美 ['mɑːdɪfaɪ] v. 修改；更改；缓和；修饰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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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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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nature 1 ['neitʃə] n.自然；性质；本性；种类 n.(Nature)人名；(法)纳蒂尔

178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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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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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noting 1 英 ['nəʊtɪŋ] 美 ['noʊtɪŋ] n. 注释法；计算法 动词note的现在分词形式.

182 Oaxaca 1 n. 瓦哈卡州(位于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墨西哥东南部的州)

183 of 2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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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oldest 1 ['əuldist] adj.最老的（old的最高级）；最旧的

186 Olmec 4 ['ɔlmek; 'əul-] n.奥尔梅克人（墨西哥的古印第安人） adj.奥尔梅克人的；奥尔梅克文化的（文化特点是先进的农业，大
型雕刻头像和玉器）

187 olmecs 3 (pl.；Olmec；Olmecs)奥尔麦克人(墨西哥的 古印第安人) 奥尔麦克文化的(特点是高度发展的农业； 巨大雕刻头像和
雕刻玉器).

188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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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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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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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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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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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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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parts 2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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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peoples 1 ['piː plz] n. 民族

198 periods 1 ['pɪrɪədz] n. 周期 名词period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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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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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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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resent 1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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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reviously 1 ['pri:vju:sli] adv.以前；预先；仓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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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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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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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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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quality 1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210 ranging 1 ['reɪndʒɪŋ] vbl. 排列；归类于；动词range的现在分词形式

211 remain 1 [ri'mein] vi.保持；依然；留下；剩余；逗留；残存 n.遗迹；剩余物，残骸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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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3 represent 2 [,repri'zent] vt.代表；表现；描绘；回忆；再赠送 vi.代表；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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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researchers 1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15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16 rocks 1 n.[岩]岩石，岩礁；岩石礁石（rock复数形式） v.轻轻摇摆；发抖；演唱摇滚乐（rock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n.(Rocks)
人名；(英、德)罗克斯

217 rulers 1 ['ru lːəz] 尺子

218 Russell 1 ['rʌsəl] n.拉塞尔（英国工程师，整流器发明人）

219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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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S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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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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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223 see 2 vt.看见；理解；领会；觉察；拜访 vi.看；看见；领会 n.(See)人名；(英)西伊；(柬)塞；(德)泽

224 seeming 1 ['si:miŋ] n.外观 adj.表面上的

225 sensing 1 [sensɪŋ] n. 感觉 adj. 敏感的 动词sense的现在分词形式.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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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7 short 1 [ʃɔ:t] adj.短的；不足的；矮的，低的 n.短；缺乏；短路；短裤 adv.不足；突然；唐突地 n.(Short)人名；(英)肖特

228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29 something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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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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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 space 1 [speis] n.空间；太空；距离 vi.留间隔 vt.隔开

232 stat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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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tatues 1 [s'tætʃuːz] 现状

234 ston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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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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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37 structures 3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238 study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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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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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suggest 1 vt.提议，建议；启发；使人想起；显示；暗示

241 sunrise 1 ['sʌnraiz] n.日出；黎明 n.(Sunrise)人名；(德)松里泽

242 surface 2 ['sə:fis] n.表面；表层；外观 adj.表面的，肤浅的 vi.浮出水面 vt.使浮出水面；使成平面 n.(Surface)人名；(英)瑟菲斯

243 Tabasco 2 [tə'bæskəu] n.塔巴斯科（墨西哥东南部的州）；塔巴斯科辣酱油

244 takeshi 1 大

245 tech 1 [tek] n.技术学院或学校 abbr.技术（technology）；技术员（technician） n.(Tech)人名；(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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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ten 1 [ten] num.十个，十 n.(Ten)人名；(英)坦恩；(意)泰恩；(柬)登

248 that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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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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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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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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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se 1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253 they 1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54 thick 1 [θik] n.最拥挤部分；活动最多部分；事物的粗大浓密部分 adj.厚的；浓的；粗大的 adv.密集地；浓浓地，厚厚地 n.
(Thick)人名；(英)西克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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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three 3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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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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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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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 to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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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transportation 1 [,trænspə'teiʃən, ,trænz-, ,trɑ:n-] n.运输；运输系统；运输工具；流放

261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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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undiscovered 1 英 [ˌʌndɪs'kʌvəd] 美 [ˌʌndɪs'kʌvərd] adj. 未被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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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unknown 1 ['ʌn'nəun] adj.未知的；陌生的，默默无闻的 n.未知数；未知的事物，默默无闻的人

266 us 1 pron.我们

267 useful 1 ['ju:sful] adj.有用的，有益的；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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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9 Veracruz 2 [,verə'kru:z] n.韦拉克鲁斯（墨西哥城市）

270 ver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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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view 1 [vju:] n.观察；视野；意见；风景 vt.观察；考虑；查看

272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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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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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weaver 2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276 were 3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77 what 1 [hwɔt, hwʌt, 弱hwət] pron.什么；多么；多少 adj.什么；多么；何等 adv.到什么程度，在哪一方面 int.什么；多么

278 whil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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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width 1 [widθ, witθ] n.宽度；广度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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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with 2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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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8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285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86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287 years 2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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