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06-1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Might Have Found
Europe's Biggest Meat-eating Dinosaur 词汇表词汇表

1 abou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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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ed 1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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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Africa 1 ['æfrikə] n.非洲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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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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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long 1 [ə'lɔŋ] adv.一起；向前；来到 prep.沿着；顺着

9 America 2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10 an 3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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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nd 13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13 animal 4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4 animals 5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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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ny 2 ['eni] adj.任何的；所有的；丝毫 pron.任何；任何一个；若干 adv.稍微；少许 n.(Any)人名；(法、罗)阿尼

17 approaching 1 [ə'prəutʃiŋ] v.接近（approach的ing形式）；[航]进场；侵入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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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arms 1 [a:mz] n.臂（arm的复数）；[军]武器；纹章 v.武装；配备（arm的三单形式） n.(Arms)人名；(英)阿姆斯

20 as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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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Asia 1 ['eiʃə] n.亚洲

22 a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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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ate 1 [et,eit] v.吃（eat的过去式）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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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barker 2 ['bɑ:kə] n.[木]剥皮机；剥树皮工；杂耍、戏院前叫喊招揽观众的人 n.(Barker)人名；(英、西)巴克；(阿拉伯、土、法、
德)巴克尔

26 based 3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27 bay 1 [bei] n.海湾；狗吠声 vt.向…吠叫 vi.吠叫；大声叫嚷 n.(Bay)人名；(越)七；(英、老)贝；(德、意、罗、捷、土、丹)巴伊；
(匈)鲍伊；(瑞典)巴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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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because 1 [bi'kɔz] conj.因为

30 become 1 [bi'kʌm] vi.成为；变得；变成 vt.适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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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33 believe 2 [bi'li:v] vi.信任；料想；笃信宗教 vt.相信；认为；信任

34 belong 1 [bi'lɔŋ] vi.属于，应归入；居住；适宜；应被放置

35 belonged 2 [bɪ'lɒŋd] v. 应归入；属于（动词belong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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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big 2 [big] adj.大的；重要的；量大的 adv.大量地；顺利；夸大地 n.(Big)人名；(土)比格

38 biggest 4 [bɪgɪst] adj. 最大的

39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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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bird 1 [bə:d] n.鸟；家伙；羽毛球 vt.向…喝倒彩；起哄 vi.猎鸟；观察研究野鸟 n.(Bird)人名；(英、西)伯德

41 bones 4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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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ritain 1 ['britən] n.英国；不列颠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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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by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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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call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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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calling 1 ['kɔ:liŋ] n.职业；欲望；点名；召集；邀请 v.召；呼唤（call的现在分词）；称之为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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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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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cat 1 n.猫，猫科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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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chris 1 [kris] n.克里斯（男子名）；克莉丝（女子名）

53 claw 1 [klɔ:] n.爪；螯，钳；爪形器具 vi.用爪抓（或挖） vt.用爪抓（或挖）

54 claws 1 [klɔː ] n. 爪；钳；螯；爪状物 v. 抓；撕

55 closely 1 ['kləusli] adv.紧密地；接近地；严密地；亲近地

56 coast 1 [kəust] vi.滑行；沿岸航行 vt.沿…岸航行 n.海岸；滑坡 n.(Coast)人名；(英)科斯特

57 combined 1 [kəm'baind] adj.结合的；[数]组合的 v.使结合；联合（combine的过去分词）

58 Compton 1 ['kɔmptən] n.康普顿（姓氏，美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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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continents 1 n. 大陆，大洲（continent复数）

61 could 1 [强 kud, 弱 kəd] aux.能够 v.能（can的过去式）

62 creature 2 ['kri:tʃə] n.动物，生物；人；创造物

63 creatures 1 ['kriː 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64 cretaceous 1 [kri'teiʃəs] adj.白垩纪的；似白垩的 n.白垩纪；白垩系

65 crocodiles 1 n.鳄鱼( crocodile的名词复数 ); （做成皮革的）鳄鱼皮; 成对纵列行进的人（尤指儿童）

66 curved 1 [kə:vd] adj.弯曲的；弄弯的 n.倒弧角 vt.弯曲（curve的过去式）

67 described 3 [dɪsk'raɪbd] adj. 描述的 动词describ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68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69 development 1 [di'veləpmənt] n.发展；开发；发育；住宅小区（专指由同一开发商开发的）；[摄]显影

70 dinosaur 10 ['dainəsɔ:] n.恐龙；过时、落伍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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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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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discovery 1 [dis'kʌvəri] n.发现，发觉；被发现的事物

74 dunham 1 n.(Dunham)人名；(英)邓纳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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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ating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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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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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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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estimated 1 ['estɪmetɪd] adj. 估计的

80 Europe 7 ['juərəp] n.欧洲

81 ever 1 ['evə] adv.永远；曾经；究竟 n.(Ever)人名；(英)埃弗；(俄)叶韦尔；(西、法)埃韦尔

82 examples 1 [ɪɡ'zɑːmplz] n. 例子 名词examp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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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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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footprint 1 ['futprint] n.足迹；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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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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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fossilized 3 ['fɒsəlaɪzd] adj. 变成化石的 v. fossilize的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

89 fossils 1 ['fɒslz]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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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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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genus 1 ['dʒi:nəs] n.类，种；[生物]属

93 giganotosaurus 1 n. 南方巨兽龙

94 given 1 adj.赠予的；沉溺的；规定的 prep.考虑到 v.给予（give的过去分词） n.(Given)人名；(英、土)吉文

95 gostling 2 n. 戈斯特林

96 group 5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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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h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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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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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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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heads 1 [hedz] adj.正面朝上的 n.(Heads)人名；(英)黑兹

102 help 1 [help] vt.帮助；促进；治疗；补救 n.帮助；补救办法；帮忙者；有益的东西 vi.帮助；有用；招待 n.(Help)人名；(芬)海尔
普

103 higher 1 ['haiə(r)] adj.更高的，较高的（high的比较级）

104 hips 1 abbr. 耐冲击性聚苯乙烯(=High Impact Polystyrene)

105 hope 1 [həup] n.希望；期望；信心 vt.希望；期望 vi.希望；期待；信赖 n.(Hope)人名；(印)霍普；(法)奥普；(西)奥佩

106 huge 1 [hju:dʒ] adj.巨大的；庞大的；无限的 n.(Huge)人名；(英)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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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identified 2 [aɪ'dentɪfaɪd] adj. 经鉴定的 动词identif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9 impressive 1 [im'presiv] adj.感人的；令人钦佩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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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112 included 1 [in'klu:did] adj.包括的；[植]内藏的 v.包括（includ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3 incomplete 1 [,inkəm'pli:t] adj.不完全的；[计]不完备的

114 is 6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115 isle 4 [ail] n.岛 vt.使成为岛屿 vi.住在岛屿上 n.(Isle)人名；(英)艾尔

116 i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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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Jill 1 n. 吉尔(女子名) n. 情人；少女

118 john 1 [dʒɔn] n.厕所

119 killing 1 ['kiliŋ] adj.杀害的；迷人的；使人筋疲力尽的 n.杀戮；谋杀；猎获物 v.杀死；消磨；毁掉（kill的ing形式） n.(Killing)人
名；(德)基林

120 king 1 [英[kɪŋ] 美[kɪŋ]] n.国王；最有势力者；王棋 vi.统治；做国王 vt.立…为王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最大的 n.(King)人名；
(德、英、葡、捷、西)金；(中)金(普通话·威妥玛)；(泰)京；(东南亚国家华语)京

121 known 5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122 lan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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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larg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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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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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largest 3 ['laː dʒɪst] adj. 最大的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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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latest 1 adv.最迟地；最后地 n.最新的事物 adj.最新的，最近的；最迟的，最后的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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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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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或分成层次；[植]通过压条法而生根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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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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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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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legs 1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133 length 2 [leŋθ, leŋkθ] n.长度，长；时间的长短；（语）音长

134 let 1 [let] vt.允许，让；出租；假设；妨碍 vi.出租；被承包 n.障碍；出租屋 n.(Let)人名；(缅)莱；(俄)莱特

135 levels 1 ['levəlz] n. 层次 名词level的复数形式. 动词level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36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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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lived 4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39 lives 1 [laivz] n.生活，[生物]生命（life的复数） v.生活（live的三单形式）；居住

140 living 1 ['liviŋ] adj.活的；现存的；活跃的；逼真的 n.生活；生存；生计 v.生活；居住（live的ing形式）；度过 n.(Living)人名；
(英)利文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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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longer 1 ['lɔŋgə, 'lɔ:ŋ-] 长的（long的比较级）

143 longest 1 ['lɔŋgist, 'lɔ:ŋ-] adj.最长的 n.(Longest)人名；(英)朗格斯特

144 looking 1 ['lukiŋ] adj.有…相貌的；有…样子的

145 lots 1 [lɔts] n.大量，许多；一堆；命运（lot的复数） adv.很，非常 v.抽签；分组；把（土地）划分成块（lot的三单形式）

146 love 1 [lʌv] n.恋爱；亲爱的；酷爱；喜爱的事物 vt.喜欢；热爱；爱慕 vi.爱 n.(Love)人名；(英)洛夫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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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marks 1 [ma:rks] n.标记，记号；唛头，分数；台面标志 n.(Marks)人名；(英、德、意、瑞典、西、捷)马克斯；(俄)马克思

149 masses 1 ['mæsɪz] n. 平民；群众

150 measuring 1 ['meʒəriŋ] n.测量；衡量 v.测量（measure的ing形式） adj.测量用的

151 meat 3 [mi:t] n.肉，肉类（食用）

152 member 1 ['membə] n.成员；会员；议员

153 meters 5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54 might 3 [mait] n.力量；威力；势力 v.可以；或许（may的过去式）；应该 aux.可能；也许 n.(Might)人名；(英)迈特

155 milli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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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minerals 1 ['mɪnərəlz] n. 矿产品；矿物；矿产 名词mineral的复数形式.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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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mu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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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9 name 1 n.名称，名字；姓名；名誉 vt.命名，任命；指定；称呼；提名；叫出 adj.姓名的；据以取名的 n.(Name)人名；(日)滑
(姓)；(英)内姆

160 neil 1 [ni:l] n.尼尔（男子名）

161 newly 2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62 nine 1 [nain] n.九，九个 num.九；九个 adj.九的，九个的 n.(Nine)人名；(塞)尼内

163 north 1 [nɔ:θ] n.北，北方 adj.北方的；朝北的 adv.在北方，向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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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5 now 1 [nau] adv.现在；如今；立刻 adj.现在的 n.现在；目前 conj.由于；既然

166 of 2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67 On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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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once 1 [wʌns] adv.一次；曾经 conj.一旦 n.一次，一回

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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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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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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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 other 6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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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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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partial 1 ['pɑ:ʃəl] adj.局部的；偏爱的；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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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period 1 ['pɪərɪəd] n.周期，期间；时期；月经；课时；（语法学）句点，句号 adj.某一时代的

177 places 2 [pleɪsɪz] n. 地点，地方；位置；位数（名词place的复数形式.） v. 放置（动词pla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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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plant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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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position 1 [pə'ziʃən] n.位置，方位；职位，工作；姿态；站位 vt.安置；把……放在适当位置

181 possibly 2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182 predator 3 ['predətə] n.[动]捕食者；[动]食肉动物；掠夺者

183 preys 1 [preɪ] n. 牺牲者；被掠食者，猎物 vi. 掠夺；捕食；使 ... 苦恼

184 proc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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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produce 1 vt.生产；引起；创作；生育，繁殖 n.农产品，产品 vi.生产，创作

186 publication 1 [,pʌbli'keiʃən] n.出版；出版物；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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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really 1 ['riəli, 'ri:li] adv.实际上，事实上；真正地，真实地；真的吗？（表语气）

189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190 record 1 [ri'kɔ:d, 'rekɔ:d] vt.记录，记载；标明；将...录音 vi.记录；录音 n.档案，履历；唱片；最高纪录 adj.创纪录的 n.(Record)人
名；(法)勒科尔；(英)雷科德

191 related 2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192 remains 4 [ri'meinz] n.残余；遗骸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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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researchers 4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95 responsible 1 [ri'spɔnsəbl] adj.负责的，可靠的；有责任的

196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97 rex 2 [reks] n.雷克斯（男子名）；国王；君主

198 richest 1 ['rɪtʃɪst] adj. 最富有的，最丰富的（形容词rich的最高级）

199 Robbins 1 ['rɔbinz] n.罗宾斯（姓氏）

200 rock 2 [rɔk] n.岩石；摇滚乐；暗礁 vt.摇动；使摇晃 vi.摇动；摇晃 n.(Rock)人名；(英、德、匈、意、瑞典)罗克

201 rock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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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ruled 1 [ru lː] n. 规则；条例；习惯；统治；直尺 v. 支配；统治；画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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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sai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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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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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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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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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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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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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1 sharp 1 adj.急剧的；锋利的；强烈的；敏捷的；刺耳的 adv.急剧地；锐利地；突然地 n.尖头 vt.磨快；把音调升高 vi.升音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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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harp)人名；(英)夏普

21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13 similarly 1 ['similəli] adv.同样地；类似于

214 size 1 [saiz] n.大小；尺寸 adj.一定尺寸的 vt.依大小排列 vi.可比拟

215 sized 1 [saizd] adj.有…大小的 v.相比（size的过去分词）；按大小分类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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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skull 2 [skʌl] n.头盖骨，脑壳

218 skulls 1 n. 头骨（skull的复数） v. 击中…的头颅（skull的第三人称单数）

219 slightly 1 ['slaitli] adv.些微地，轻微地；纤细地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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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maller 2 [s'mɔː lər] adj. 较小的

222 som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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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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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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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southwestern 1 [,sauθ'westən] adj.西南部的；向西南的；来自西南的

226 species 3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227 spinosaurus 2 n. 棘龙

228 spreading 1 ['spredɪŋ] n. 撒布 动词spread的现在分词.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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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strong 2 [strɔŋ, strɔ:ŋ] adj.坚强的；强壮的；牢固的；擅长的 adv.强劲地；猛烈地 n.(Strong)人名；(英)斯特朗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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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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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 support 1 [sə'pɔ:t] vt.支持，支撑，支援；扶持，帮助；赡养，供养 n.支持，维持；支援，供养；支持者，支撑物

234 surfac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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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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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tarbosaurus 1 n. 特暴龙

237 team 1 [ti:m] n.队；组 vt.使合作 vi.合作 n.(Team)人名；(柬)甸

238 teeth 5 [ti:θ] n.牙齿

239 th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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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ha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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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the 4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42 theropod 2 ['θiərəpɔd] n.兽脚类的肉食恐龙 adj.兽脚亚目的

243 they 7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244 thi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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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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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ti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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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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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tissue 1 n.组织；纸巾；薄纱；一套 vt.饰以薄纱；用化妆纸揩去

249 t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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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51 toe 1 [təu] n.脚趾；足尖 vt.用脚尖走；以趾踏触 vi.动脚尖；用足尖跳舞 n.(Toe)人名；(布基)托埃；(缅)梭；(朝)堆；(日)土江(姓)

252 top 1 [tɔp] n.顶部，顶端；上部；首席；陀螺 vi.高出，超越；结束；达到顶点 vt.超越，超过；给…加盖；达到…的顶端 adj.最
高的，顶上的；头等的 n.(Top)人名；(英、土、意)托普

253 turn 2 vt.转动，使旋转；转弯；翻过来；兑换 vi.转向；转变；转动 n.转弯；变化；(损害或有益于别人的)行为，举动，举止 n.
(Turn)人名；(德、匈)图恩

慢速英语精听网 www.voase.cn

http://www.voase.cn/


254 two 2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55 tyrannosaurus 1 [tai,rænə'sɔ:rəs] n.暴龙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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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58 up 1 [ʌp] adv.起来；上涨；向上 prep.在…之上；向…的较高处 adj.涨的；起床的；向上的 n.上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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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walk 1 [wɔ:k] n.步行，走；散步 vt.散步；走过 vi.走，步行；散步 n.(Walk)人名；(德、葡)瓦尔克；(英)沃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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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 was 8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63 wat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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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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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5 well 1 [wel] adv.很好地；充分地；满意地；适当地 adj.良好的；健康的；适宜的 n.井；源泉 v.涌出 n.(Well)人名；(英、德、荷)
韦尔

266 were 4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267 western 1 ['westən] adj.西方的，西部的；有西方特征的 n.西方人；西部片，西部小说 n.(Western)人名；(英)韦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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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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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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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1 white 1 [hwait] adj.白色的；白种的；纯洁的 n.白色；洁白；白种人

27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73 wight 4 [wait] n.人类；生物 n.(Wight)人名；(英)怀特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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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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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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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7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78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279 year 1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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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 yet 1 [jet] adv.还；但是；已经 conj.但是；然而 n.(Yet)人名；(东南亚国家华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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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3 young 1 [jʌŋ] adj.年轻的；初期的；没有经验的 n.年轻人；（动物的）崽，仔 n.(Young)人名；(中)杨(广东话·威妥玛)；(柬)永；
(英、葡)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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