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otprints Show Some Two-
Legged Dinosaurs Were Agile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35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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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that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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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footprints 10 [fu tː'prɪnts] n. 脚印 名词footprint的复数形式.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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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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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nd 8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8 dinosaur 8 ['dainəsɔ:] n.恐龙；过时、落伍的人或事物

9 dinosaurs 8 ['daɪnəsɔː z] n.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

10 was 7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1 agile 5 ['ædʒail] adj.敏捷的；机敏的；活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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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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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o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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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sets 5 n.[数]集合，设置（set的复数） v.放置（set单三形式）

16 these 5 [ði:z] pron.这些 adj.这些的

17 animal 4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8 from 4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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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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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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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findings 3 ['faɪndɪŋz] n. 调查(或研究)的结果 名词finding的复数形式.

23 for 3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24 lived 3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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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not 3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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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there 3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29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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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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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behavior 2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32 bo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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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ould 2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34 eat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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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footprint 2 ['futprint] n.足迹；脚印

36 fossilized 2 ['fɒsəlaɪzd] adj. 变成化石的 v. fossilize的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

37 Gregory 2 ['gregəri] n.格雷戈里（男子名，古代罗马教皇之名）

38 is 2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39 ki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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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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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kph 2 [kei pi: 'eitʃ] abbr.千米/小时（kilometersperhour）

42 legs 2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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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meat 2 [mi:t] n.肉，肉类（食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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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move 2 n.移动；步骤；迁居；策略 vi.移动；搬家，迁移；离开 vt.移动；感动

47 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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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quickly 2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49 rex 2 [reks] n.雷克斯（男子名）；国王；君主

50 running 2 ['rʌniŋ] n.运转；赛跑；流出 adj.连续的；流动的；跑着的；运转着的 v.跑；运转（run的ing形式）；行驶 n.(Running)人
名；(英)朗宁

51 sai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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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show 2 [ʃəu] vt.显示；说明；演出；展出 vi.显示；说明；指示 n.显示；表演；炫耀 n.(Show)人名；(中)邵(普通话·威妥玛)；(英)
肖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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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someth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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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speed 2 [spi:d] vi.超速，加速；加速，迅速前行；兴隆 n.速度，速率；迅速，快速；昌盛，繁荣 vt.加快…的速度；使成功，使繁
荣 n.(Speed)人名；(英)斯皮德

56 speeds 2 [spiː d] n. 速度；迅速 v. 加速；急行

57 stachel 2 n. 施塔赫尔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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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stud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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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tail 2 [teil] n.尾巴；踪迹；辫子；燕尾服 vt.尾随；装上尾巴 vi.跟踪；变少或缩小 adj.从后面而来的；尾部的

61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62 think 2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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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65 tyrannosaurus 2 [tai,rænə'sɔ:rəs] n.暴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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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which 2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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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active 1 ['æktiv] adj.积极的；活跃的；主动的；有效的；现役的 n.主动语态；积极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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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adds 1 abbr. 高级数据显示系统(=Advanced Data Display System)

72 adj 1 abbr. (=adjuvant disease) 佐剂病；（=adjective）形容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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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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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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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announced 1 [ə'naʊnst] adj. 宣布的 动词announ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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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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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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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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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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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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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been 1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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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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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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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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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carnivorous 1 [kɑ:'nivərəs] adj.食肉的；肉食性的

89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90 come 1 [kʌm] vi.来；开始；出现；发生；变成；到达 vt.做；假装；将满（…岁） int.嗨！ n.(Come)人名；(英)科姆；(阿尔巴)乔
梅

91 computer 1 [kəm'pju:tə] n.计算机；电脑；电子计算机

92 confirmed 1 [kən'fə:md] adj.确认的；保兑的；坚定的；惯常的 v.确证；使坚定（confirm的过去分词）；批准

93 consider 1 [kən'sidə] vt.考虑；认为；考虑到；细想 vi.考虑；认为；细想

94 considered 1 [kən'sidəd] adj.经过深思熟虑的；被尊重的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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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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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deals 1 [diː l] n. 协定；交易；大量 v. 应付；分配；处理；交易；经营

98 December 1 [di'sembə] n.十二月

99 difficult 1 ['difikəlt] adj.困难的；不随和的；执拗的

100 distance 1 ['distəns] n.距离；远方；疏远；间隔 vt.疏远；把…远远甩在后面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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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asier 1 [英 ['i:zɪə] 美 ['i:zɪr]] adj.更简单；容易些（easy的比较级形式）；较早的

103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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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mma 1 ['emə] n.艾玛（女子名）

106 end 1 [end] n.结束；目标；尽头；末端；死亡 vi.结束，终止；终结 vt.结束，终止；终结 n.(End)人名；(英、德)恩德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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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specially 1 [i'speʃəli] adv.特别；尤其；格外

10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110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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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istence 1 [ig'zistəns] n.存在，实在；生存，生活；存在物，实在物

113 extends 1 [ɪk'stend] v. 延伸；延长；伸展；扩展；提供；使竭尽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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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famed 1 [feimd] adj.著名的

116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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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faster 1 ['fa:stə] adj.更快的 adv.更快地 n.(Faster)人名；(德、捷)法斯特

119 figure 1 ['figə] n.数字；人物；图形；价格；（人的）体形；画像 vi.计算；出现；扮演角色 vt.计算；认为；描绘；象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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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fly 1 [flai] vi.飞；驾驶飞机；飘扬 vt.飞行；飞越；使飘扬 n.飞行；苍蝇；两翼昆虫 adj.敏捷的 n.(Fly)人名；(法)弗利；(英)弗莱

122 foot 1 [fut] n.脚；英尺；步调；末尾 vi.步行；跳舞；总计 vt.支付；给……换底 n.(Foot)人名；(英)富特

123 fossil 1 ['fɔsəl] n.化石；僵化的事物；顽固不化的人 adj.化石的；陈腐的，守旧的

124 fossils 1 ['fɒslz]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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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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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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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hans 1 ['hæns] n.汉斯（男子名）；德国人或荷兰人的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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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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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height 1 [hait] n.高地；高度；身高；顶点

131 hip 1 [hip] n.臀部；蔷薇果；忧郁 adj.熟悉内情的；非常时尚的 n.(Hip)人名；(塞)希普；(中)协(广东话·威妥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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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improving 1 [ɪm'pruːvɪŋ] n. 改良；改进 动词improve的现在分词形式.

134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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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join 1 [dʒɔin] vt.参加；结合；连接 vi.加入；参加；结合 n.结合；连接；接合点 n.(Join)人名；(法)茹安

136 knowledge 1 ['nɔlidʒ] n.知识，学问；知道，认识；学科 n.(Knowledge)人名；(南非)诺利奇

137 la 1 [lɑ:] n.全音阶中的第6个音；A音的唱名 n.(La)人名；(中)辣(广东话·威妥玛)；(越)罗；(朝)罗；(缅、老)拉

138 larg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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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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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leaf 1 [li:f] n.叶子；（书籍等的）一张；扇页 vi.生叶；翻书页 vt.翻…的页，匆匆翻阅 n.(Leaf)人名；(英)利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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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egged 1 ['legid, legd] adj.有腿的 v.奔走；用脚移动或推动（leg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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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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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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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measured 1 ['meʒəd] adj.量过的；慎重的；基于标准的；有规则的 v.测量，判断（measure的过去分词）

147 meet 1 [mi:t] vt.满足；遇见；对付 vi.相遇；接触 n.集会 adj.合适的；适宜的 n.(Meet)人名；(英)米特

148 millions 1 ['mɪliənz] n. 数百万；大众 名词million的复数形式.

149 modeling 1 ['mɔdəliŋ] n.[自]建模，造型；立体感 adj.制造模型的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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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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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mouth 1 [mauθ] n.口，嘴；河口 vt.做作地说，装腔作势地说；喃喃地说出 vi.装腔作势说话

153 movement 1 ['mu:vmənt] n.运动；活动；运转；乐章

154 movies 1 [muːvɪz] n. 电影；电影业；电影院 名词movie的复数形式.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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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navarro 1 n. 纳瓦罗(在美国；西经 123º34' 北纬 39º10')

157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158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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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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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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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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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Pablo 1 ['pæbləu] n.巴勃罗（西班牙籍体育明星）；帕布洛（英国水槽产品品牌）；帕布鲁（西班牙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姓）

164 paleontologist 1 [,peiliɔn'tɔlədʒist] n.古生物学者

165 paleontology 1 [,pæiliɔn'tɔlədʒi, ,pei-] n.古生物学

166 physical 1 adj.[物]物理的；身体的；物质的；根据自然规律的，符合自然法则的 n.体格检查

167 pl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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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plant 1 [plɑ:nt, plænt] n.工厂，车间；植物；设备；庄稼 vt.种植；培养；栽培；安置 vi.种植 n.(Plant)人名；(英、西、意)普兰
特；(法)普朗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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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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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predict 1 [pri'dikt] vt.预报，预言；预知 vi.作出预言；作预料，作预报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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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瑞典)普雷斯

172 prints 1 [p'rɪnts] n. 印记；印刷品；印花 名词pri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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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rove 1 [pru:v] vt.证明；检验；显示 vi.证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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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recent 1 ['ri:sənt] adj.最近的；近代的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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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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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reptiles 1 ['reptaɪlz] n. 爬行动物；爬虫类；卑鄙的人 名词reptile的复数形式.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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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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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183 rioja 1 [ri'əuha:] n.（西班牙）里奥哈葡萄酒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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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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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187 sciences 1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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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se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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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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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set 1 [set] n.[数]集合；一套；布景；[机]装置 vt.树立；点燃；点缀； vi.(日,月)落沉；凝固；结果 adj.固定的；规定的；固执的
n.(Set)人名；(瑞典)塞特；(俄)谢特

192 shand 1 n. 尚德

193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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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196 skeleton 1 ['skelitən] n.骨架，骨骼；纲要；骨瘦如柴的人 adj.骨骼的；骨瘦如柴的；概略的

197 smithsonian 1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United States National Museum) 史密斯森协会(联合国博物馆)

198 Spain 1 [spein] n.西班牙

199 Spanish 1 ['spæniʃ] adj.西班牙的；西班牙人的；西班牙语的 n.西班牙语；西班牙人

200 stood 1 [stud] v.站立（stan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201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02 sues 1 [su ]ː vt. 控告；起诉 vi. 请求；起诉

203 susan 1 ['su:zən] n.苏珊（女子名）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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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texas 1 ['teksəs] n.德克萨斯州（美国州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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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7 theropod 1 ['θiərəpɔd] n.兽脚类的肉食恐龙 adj.兽脚亚目的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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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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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times 1 [taimz] prep.乘以 v.使…相乘（time的第三人称单数） n.时代（time的复数）；[数]次数

211 Tobin 1 n.托宾（人名）

212 tracks 1 [t'ræks] n. 轨道；跑道；踪迹；小路；乐曲（名词track的复数） v. 追踪；跟踪（动词track的第三人称单数）

213 unearthed 1 [ʌn'əθɪd] adj. 掘出的；未接地的 动词unearth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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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15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16 Utah 1 ['ju:tɑ:] n.美国犹他州

217 velociraptor 1 n.迅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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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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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21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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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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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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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6 you 1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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