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1-13 [As It Is] Researchers Find Dogs Can Distinguish
Between Languages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29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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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dogs 12 n.狗（dog的复数）；瘦狗类 v.紧紧跟踪；追猎；紧随（dog的第三人称单数） n.(Dogs)人名；(德)多格斯

4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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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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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or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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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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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between 7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0 researchers 7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1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12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3 Kun 6 [kun] n.库恩（匈牙利共产党领袖）

14 languages 6 ['læŋɡwɪdʒɪz] n. 语言 名词language的复数形式.

15 sai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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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ca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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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distinguish 5 [dis'tiŋgwiʃ] vt.区分；辨别；使杰出，使表现突出 vi.区别，区分；辨别

18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9 Hungarian 5 [hʌŋ'gεəriən] adj.匈牙利的；匈牙利语的 n.匈牙利人；匈牙利语

20 language 5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21 she 5 [ʃi:] pron.她（主格）；它（用来指雌性动物或国家、船舶、地球、月亮等） n.女人；雌性动物 n.(She)人名；(中)佘(普通话
·威妥玛)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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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brain 4 [brein] n.头脑，智力；脑袋 vt.猛击…的头部 n.(Brain)人名；(英)布雷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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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Spanis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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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speech 4 [spi:tʃ] n.演讲；讲话；[语]语音；演说

27 stor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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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brains 3 n.智力；脑髓（brain的复数）

29 difference 3 n.差异；不同；争执

30 different 3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31 how 3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32 i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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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non 3 [nɔn] adv.非，不 n.投反对票的人，反对票 n.(Non)人名；(柬)嫩；(俄)诺恩

34 thei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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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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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two 3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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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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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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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abl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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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activity 2 [æk'tivəti] n.活动；行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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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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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area 2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45 auditory 2 ['ɔ:ditəri] n.听众；礼堂 adj.听觉的；耳朵的

46 Budapest 2 ['bju:dəpest] n.布达佩斯（匈牙利的首都）

47 b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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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compared 2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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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dan 2 [dæn] n.段（围棋、柔道、空手道等运动员的技艺等级）；浮标

51 detect 2 [di'tekt] vt.察觉；发现；探测

52 dog 2 [dɔg, dɔ:g] n.狗；丑女人；卑鄙的人；(俚)朋友 vt.跟踪；尾随

53 familiar 2 [fə'miljə] adj.熟悉的；常见的；亲近的 n.常客；密友 n.(Familiar)人名；(西)法米利亚尔

54 hear 2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55 heard 2 [hə:d] v.听到（hea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闻知 n.(Heard)人名；(英)赫德

56 her 2 pron.她（she的宾格）；她的（she的所有格）；她（指某个国家；一艘船） n.（法）埃尔（人名）

57 Hungary 2 ['hʌŋgəri] n.匈牙利（欧洲国家名）

58 little 2 ['litl] adj.小的；很少的；短暂的；小巧可爱的 adv.完全不 n.少许；没有多少；短时间 n.(Little)人名；(英)利特尔

59 melodic 2 [me'lɔdik] adj.有旋律的；音调优美的

60 monotone 2 ['mɔnətəun] n.单调；单音调 adj.单调的 vt.单调地读

61 mo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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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notice 2 ['nəutis] n.通知，布告；注意；公告 vt.通知；注意到；留心 vi.引起注意

63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64 on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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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patterns 2 ['pætənz] n. 式样；图案；样式；模式 名词的pattern复数形式.

66 people 2 ['pi:pl] n.人；人类；民族；公民 vt.居住于；使住满人

67 played 2 v.演奏；播放；玩耍；参加竞赛（play的过去分词） adj.比赛的

68 prince 2 [prins] n.王子，国君；亲王；贵族 n.(Prince)人名；(英、葡)普林斯；(法)普兰斯；

69 reacted 2 [ri'ækt] v. 反应；反攻

70 scanner 2 ['skænə] n.[计]扫描仪；扫描器；光电子扫描装置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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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sou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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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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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spoken 2 ['spəukən] adj.口语的，口头的 v.说（speak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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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understand 2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76 unfamiliar 2 [,ʌnfə'miljə] adj.不熟悉的；不常见的；没有经验的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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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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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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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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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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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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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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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believe 1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85 better 1 [betə] n.长辈；较好者；打赌的人（等于bettor） adv.更好的；更多的；较大程度地 adj.较好的 vt.改善；胜过 vi.变得较好
n.(Better)人名；(西、瑞典、德)贝特尔

86 both 1 [bəuθ] adj.两个的；两者的 adv.并；又；两者皆 pron.双方都；两者都 conj.既…且… n.(Both)人名；(德、罗、捷、南非、
匈)博特

87 brought 1 [brɔ:t] v.带来（bring的过去分词）

88 change 1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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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c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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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comparing 1 [kəm'peərɪŋ] n. 比较 动词compare的现在分词.

92 completely 1 [kəm'pli:tli] adv.完全地，彻底地；完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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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decorate 1 ['dekəreit] vt.装饰；布置；授勋给 vi.装饰；布置

95 design 1 [di'zain] vt.设计；计划；构思 n.设计；图案 vi.设计

96 device 1 n.装置；策略；图案；设备

97 differences 1 ['dɪfərəns] n. 不同 名词difference的复数形式.

98 discover 1 [dis'kʌvə] vt.发现；发觉 vi.发现

99 down 1 [daun] adv.向下，下去；在下面 adj.向下的 n.软毛，绒毛；[地质]开阔的高地 prep.沿着，往下 vt.打倒，击败 vi.下降；下
去 n.(Down)人名；(英)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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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eithe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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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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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otvos 1 ['iətvəʊz] 厄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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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very 1 ['evri] adj.每一的，每个的；每隔…的 n.(Every)人名；(英)埃夫里

106 examined 1 [ɪg'zæmɪnd] adj. 检查过的；诊察过的；测验过的 动词examin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7 experiment 1 [ik'speriment, ek's-] vi.尝试；进行实验 n.实验，试验；尝试

108 few 1 [fju:] adj.很少的；几乎没有的 pron.很少 n.很少数 n.(Few)人名；(英)菲尤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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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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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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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from 1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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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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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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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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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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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hearing 1 ['hiəriŋ] n.听力；审讯，听讯 v.听见（hear的ing形式） n.(Hearing)人名；(英)希尔林

119 hernandez 1 n.赫尔南德斯（墨西哥足球运动员）

120 highly 1 ['haili] adv.高度地；非常；非常赞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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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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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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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insid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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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aura 1 ['lɔ:rə] n.劳拉（女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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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learn 1 [lə:n] vt.学习；得知；认识到 vi.学习；获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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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29 lie 1 [lai] vi.躺；说谎；位于；展现 vt.谎骗 n.谎言；位置 n.(Lie)人名；(罗、挪、瑞典)利；(中)李(普通话·威妥玛)

130 listened 1 ['lɪsn] v. 听；倾听；听从；听信 n. 听；倾听

131 listeners 1 ['lɪsnəz] n. 听众

132 live 1 [lɪv,lʌɪv] adj.活的；生动的；实况转播的；精力充沛的 vt.经历；度过 vi.活；居住；生存 n.(Live)人名；(法)利夫

133 lorand 1 洛兰

134 lowering 1 ['lauəriŋ] adj.使低劣的；昏暗的；减少体力的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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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melody 1 ['melədi] n.旋律；歌曲；美妙的音乐 n.(Melody)人名；(英)梅洛迪

137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138 minutes 1 ['mɪnɪts] n. 分钟；会议记录 名词minute的复数形式.

139 moved 1 [muːvd] adj. 感动的 动词mo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0 musical 1 ['mju:zikəl] adj.音乐的；悦耳的 n.音乐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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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noticed 1 ['nəʊtɪst] v. 注意，通知，留意（动词noti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43 Older 1 ['əʊldər] adj. 年长的

144 only 1 ['əunli] adv.只，仅仅；不料 adj.唯一的，仅有的；最合适的 conj.但是；不过；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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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owners 1 ['əʊnəz] 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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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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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Perez 1 n.佩雷斯（人名）

151 pleasant 1 ['plezənt] adj.令人愉快的，舒适的；讨人喜欢的，和蔼可亲的 n.(Pleasant)人名；(英)普莱曾特

152 presence 1 ['prezəns] n.存在；出席；参加；风度；仪态

153 primary 1 ['praiməri] adj.主要的；初级的；基本的 n.原色；最主要者

154 produced 1 [prəu'dju:st] v.产生；制造（produc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创作 adj.引长的；畸形地伸长的

155 raising 1 ['reiziŋ] n.高地；提高；举；浮雕装饰 v.饲养；升起；举起（raise的ing形式）

156 raul 1 n. 劳尔

157 reactions 1 英 [ri'ækʃənz] 美 [rɪ'ækʃənz] n. 反应（reaction的复数）

158 recognize 1 ['rekəgnaiz] vt.认出，识别；承认 vi.确认，承认；具结

159 recording 1 [ri'kɔ:diŋ] n.录音；唱片 adj.记录的；记录用的 v.录音；记录；录像（record的ing形式）

160 recordings 1 n.记录( recording的名词复数 ); 录音; 录像; 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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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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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64 scramble 1 ['skræmbl] vt.攀登；使混杂，仓促凑成；扰乱 n.抢夺，争夺；混乱，混乱的一团；爬行，攀登 vi.爬行，攀登；不规
则地生长；仓促行动

165 scrambled 1 [sk'ræmbld] n. <港台>密码形式；<大陆>加密偏码；扰频 v. 争夺；攀登；搅拌，炒（scrambl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
词）

166 secondary 1 ['sekəndəri] adj.第二的；中等的；次要的；中级的 n.副手；代理人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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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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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 singing 1 ['siŋiŋ] n.歌唱；歌声；耳鸣；振鸣 adj.唱歌的；音乐般的 v.唱歌（sing的ing形式）

170 so 1 ['səu, 弱 sə] adv.如此，这么；确是如此 conj.所以；因此 pron.这样 n.(So)人名；(柬)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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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sounds 1 ['saʊndz] n. 声音，响声（名词sound的复数形式） v. 听起来；感觉起来；发出声音；发音（动词sound的第三人称单数
形式）

172 spoke 1 v.说话（speak的过去式）；为…装轮辐；说；演说；从某种观点来说 n.（车轮的）辐条；轮辐；破坏某人的计划；阻
挠某人的行动；刹车；扶梯棍

173 suggested 1 [sə'dʒestɪd] adj. 建议的；暗示的 动词sugge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74 talking 1 ['tɔ:kiŋ] adj.说话的，多嘴的；有表情的 n.讲话，谈论 v.谈论；讲话（talk的ing形式） n.(Talking)人名；(英)托金

175 tell 1 [tel] vt.告诉，说；辨别；吩咐；断定 vi.讲述；告发，泄密；识别 n.(Tell)人名；(英、德、瑞典)特尔；(罗、意)泰尔；(阿
拉伯)塔勒

176 test 1 [test] n.试验；检验 vt.试验；测试 vi.试验；测试 n.(Test)人名；(英)特斯特

177 things 1 [θiŋz] n.事物（thing的复数形式）；用品；形势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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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trained 1 [treɪnd] adj. 训练过的 动词train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0 understanding 1 [,ʌndə'stændiŋ] n.谅解，理解；理解力；协议 adj.了解的；聪明的；有理解力的 v.理解；明白（understand的ing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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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versions 1 ['vɜ ʃːəns] n. 版本 名词version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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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voice 1 [vɔis] n.声音；嗓音；发言权；愿望 vt.表达；吐露

185 was 1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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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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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whether 1 ['weðə] conj.是否；不论 pron.两个中的哪一个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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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without 1 [wi'ðaut, -'θaut] prep.没有；超过；在…外面 adv.户外；在外面；没有或不显示某事物 n.外部；外面

191 wondered 1 英 ['wʌndə(r)] 美 ['wʌndər] n. 惊奇；惊愕；奇迹；奇观 v. 惊奇；想知道；怀疑 adj. 奇妙的；非凡的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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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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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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