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12-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Find Large
Amounts of Dinosaur Tracks in Poland 词汇表词汇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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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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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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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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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lan 1 ['ælən] n.艾伦（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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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amounts 1 [ə'maʊnt] n. 数量；总额 vi. 总计；等于

8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9 and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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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s 1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1 anna 1 ['ænə] n.安娜（女子名）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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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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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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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be 2 vt.是；有，存在；做，成为；发生 n.(Be)人名；(缅)拜；(日)部(姓)；(朝)培；(中非)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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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behaving 1 [bɪ'heɪv] v. 表现；行为；举止

18 behavior 1 [bi'heivjə] n.行为，举止；态度；反应

19 bone 1 [英[bəʊn] 美[bon]] n.骨；骨骼 vt.剔去...的骨；施骨肥于 vi.苦学；专心致志 n.(Bone)人名；(英)博恩；(法、西、罗、塞)博
内；(老)奔

20 bones 2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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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ca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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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carnivores 1 [kaː nɪvɔː z] n. 肉食动物；食虫植物 名词carnivore的复数形式.

24 Caty 1 卡蒂

25 centimeters 1 ['sentɪ̩ miː təz] n. 厘米；公分 名词centimeter的复数形式.

26 clay 1 [klei] n.[土壤]粘土；泥土；肉体；似黏土的东西 vt.用黏土处理 n.(Clay)人名；(英、法、西、意、葡)克莱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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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collection 1 [kə'lekʃən] n.采集，聚集；[税收]征收；收藏品；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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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condition 1 [kən'diʃən] n.条件；情况；环境；身份 vt.决定；使适应；使健康；以…为条件

31 covered 1 ['kʌvəd] adj.覆盖了的；隐蔽着的；有屋顶的 v.覆盖；包括；掩护（cover的过去分词）

32 degree 1 [di'gri:] n.程度，等级；度；学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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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dinosaur 3 ['dainəsɔ:] n.恐龙；过时、落伍的人或事物

35 dinosaurs 3 ['daɪnəsɔː z] n. 恐龙 名词dinosaur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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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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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aters 1 n.吃…的人( eater的名词复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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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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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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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environment 1 [in'vaiərənmənt] n.环境，外界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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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vents 1 [i'vents] n.[计][物][数]事件；项目（event的复数） n.(Events)人名；(英)伊文茨

44 existed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45 fin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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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finding 1 ['faindiŋ] n.发现；裁决；发现物 v.找到；感到（find的ing形式）；遇到

47 fish 1 [fiʃ] vi.捕鱼，钓鱼；用钩捞取 n.鱼，鱼类 vt.钓鱼，捕鱼；搜寻 n.(Fish)人名；(英、西)菲什；(俄)菲施

48 flakes 1 [fleɪks] n. 鳞片；雪花 名词flake的复数形式.

49 footprints 3 [fu tː'prɪnts] n. 脚印 名词footpri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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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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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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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geological 2 [dʒiə'lɔdʒikəl] adj.地质的，地质学的

54 geologists 1 n.地质学家，地质学者( geologist的名词复数 )

55 gives 1 [ɡɪv] v. 给；赠予；送；捐助；提供；供给；举行；弯曲 n. 弹性

56 good 1 [gud] adj.好的；优良的；愉快的；虔诚的 n.好处；善行；慷慨的行为 adv.好 n.(Good)人名；(英)古德；(瑞典)戈德

57 grzegorz 2 格热戈日

58 habit 1 ['hæbit] n.习惯，习性；嗜好 vt.使穿衣

59 habits 1 ['hæbɪt] n. 习惯；习性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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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happen 2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62 harm 1 [hɑ:m] n.伤害；损害 vt.伤害；危害；损害 n.(Harm)人名；(德)哈尔姆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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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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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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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hundreds 1 ['hʌndrədz] n. 数百；百位 hundred的复数形式.

67 image 1 ['imidʒ] n.影像；想象；肖像；偶像 vt.想象；反映；象征；作…的像 n.(Image)人名；(法)伊马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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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in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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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information 2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71 institute 3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72 is 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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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john 2 [dʒɔn] n.厕所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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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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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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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largest 1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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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least 1 [li:st] adj.最小的；最少的（little的最高级） adv.最小；最少 n.最小；最少

82 left 4 adj.左边的；左派的；剩下的 adv.在左面 n.左边；左派；激进分子 v.离开（leave的过去式）

83 likely 1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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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mark 1 n.标志；马克；符号；痕迹；分数 vi.作记号 vt..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n..标志；做标记于；打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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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meaning 1 ['mi:niŋ] n.意义；含义；意图 adj.意味深长的 v.意味；意思是（mean的ing形式）

87 measure 1 ['meʒə] n.测量；措施；程度；尺寸 vt.测量；估量；权衡 vi.测量；估量

88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89 million 1 ['miljən] n.百万；无数 adj.百万的；无数的 num.百万 n.(Million)人名；(法、罗、埃塞)米利翁

90 mine 1 [main] n.矿，矿藏；矿山，矿井；地雷，水雷 vt.开采，采掘；在…布雷 vi.开矿，采矿；埋设地雷 pron.我的 n.(Mine)人
名；(德、塞、土、毛里塔)米内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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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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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national 2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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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of 9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96 offers 1 英 ['ɒfə(r)] 美 ['ɔː fər] vt. 提供；提出；（卖方）出价；贡献 vi. 提议；出现；求婚 n. 提议；出价

97 often 1 ['ɔfən, 'ɔftən, 'ɔ:-] adv.常常，时常

98 O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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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o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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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order 2 ['ɔ:də] n.命令；顺序；规则；[贸易]定单 vt.命令；整理；定购 vi.命令；定货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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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person 1 ['pə:sən] n.人；身体；容貌，外表；人称 n.(Person)人名；(法、俄、德)佩尔松；(瑞典)佩尔松；(英)珀森

103 pieces 1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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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Poland 2 ['pəulənd] n.波兰（欧洲国家）

106 polish 1 n.磨光，擦亮；擦亮剂；优雅，精良 vi.擦亮，变光滑 vt.磨光，使发亮；使完美;改进 v.磨光；修改；润色 adj.波兰的

107 possible 1 ['pɔsəbl] adj.可能的；合理的；合适的 n.可能性；合适的人；可能的事物

108 preservation 2 [,prezə'veiʃən] n.保存，保留

109 prints 2 [p'rɪnts] n. 印记；印刷品；印花 名词print的复数形式.

110 read 1 [ri:d] vt.阅读；读懂，理解 vi.读；读起来 n.阅读；读物 adj.有学问的 n.(Read)人名；(英)里德

111 regular 1 ['regjulə] adj.定期的；有规律的；合格的；整齐的；普通的 n.常客；正式队员；中坚分子 adv.定期地；经常地 n.
(Regular)人名；(以)雷古拉尔

112 remains 1 [ri'meinz] n.残余；遗骸

113 repeated 1 [ri'pi:tid] adj.再三的，反复的 v.重复；复述（repeat的过去分词）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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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representing 1 [ˌreprɪ'zent] vt. 表现；表示；描绘；代表；象征；说明；阐明 vi. 提出异议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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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researchers 3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18 resting 1 ['restiŋ] adj.静止的；休眠的 v.休息（rest的ing形式）

11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20 ruin 1 ['ruin, 'ru:-] n.废墟；毁坏；灭亡 vt.毁灭；使破产 vi.破产；堕落；被毁灭 n.(Ruin)人名；(德、意、芬)鲁因；(法)吕安

121 runn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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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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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safe 1 [seif] adj.安全的；可靠的；平安的 n.保险箱；冷藏室；纱橱 n.(Safe)人名；(几)萨菲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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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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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Scales 1 [skeɪlz] n. 天平；秤；鳞屑 名词scale的复数形式.

127 scaly 2 ['skeili] adj.有鳞的；积垢的；劣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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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scientists 1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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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sequence 2 ['si:kwəns] n.[数][计]序列；顺序；续发事件 vt.按顺序排好

131 seven 1 ['sevən] num.七个，七 n.七个，七 adj.七的；七个的 n.(Seven)人名；(土库、阿塞)谢文；(土)塞文

132 several 1 ['sevərəl] adj.几个的；各自的 pron.几个；数个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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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should 1 [ʃud, 弱 ʃəd, ʃd] aux.应该；就；可能；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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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sitting 1 ['sitiŋ] n.入席，就坐；开庭；孵卵；坐着的一段时间 adj.坐着的；孵卵中的；在任期中的 v.坐；坐落（sit的ing形式） n.
(Sitting)人名；(英)西廷

137 skin 2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138 sma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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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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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someth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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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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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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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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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statement 1 ['steitmənt] n.声明；陈述，叙述；报表，清单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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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such 3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147 Sweden 1 ['swi:dən] n.瑞典（欧洲国家）

148 swimming 1 ['swimiŋ] n.游泳；目眩 adj.游泳的；游泳用的；善于游泳的；晕眩的 v.游泳；漂浮；旋转（swim的ing形式）

149 take 1 vt.拿，取；采取；接受（礼物等）；买，花费；耗费（时间等） vi.拿；获得 n.捕获量；看法；利益，盈益；（入场券
的）售得金额

150 th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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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the 17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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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54 things 2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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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those 1 [ðəuz] adj.那些的 pron.那些（that的复数）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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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t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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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trace 1 [treis] vi.追溯；沿路走 vt.追踪，查探；描绘；回溯 n.痕迹，踪迹；微量；[仪]迹线；缰绳

160 traces 2 ['treɪsɪs] n. 痕迹；遗迹 名词trace的复数形式.

161 track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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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treasure 1 ['treʒə, 'trei-] n.财富，财产；财宝；珍品 vt.珍爱；珍藏 n.(Treasure)人名；(英)特雷热

163 trove 1 [trəuv] n.被发现的东西；收藏的东西 n.(Trove)人名；(德)特罗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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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Uppsala 1 ['ʌpsɑ:lə] n.乌普萨拉（瑞典东南部城市）

166 usual 1 ['ju:ʒuəl] adj.通常的，惯例的；平常的

167 valuable 1 ['væljuəbl] adj.有价值的；贵重的；可估价的 n.贵重物品

168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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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warsaw 2 ['wɔ:sɔ:] n.华沙（波兰首都）

170 was 2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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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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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we 1 [wi:弱 wi] pron.我们（主格）；笔者，本人（作者或演讲人使用）；朕，寡人 n.(We)人名；(缅)韦

173 weaver 1 ['wi:və] n.织工；织布者 n.(Weaver)人名；(英)韦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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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which 3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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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wlodarczak 1 沃达尔恰克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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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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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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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