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07-29 [As It Is] Possible 'Earliest Animal Predator' Named for
British Naturalist 词频表
the 33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hat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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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nd 12 [强 ænd, 弱 ənd, ən] conj.和，与；就；而且；但是；然后 n.(And)人名；(土、瑞典)安德
4 of 12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6 to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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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通话·威妥玛)
7

in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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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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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6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0 fossi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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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On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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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的，正在进行中 n.(On)人名；(日)温(姓、名)；(缅、柬、印)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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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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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you 6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15 for 5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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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millio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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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a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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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的）食品罐头

comment 4 n.评论；意见；批评；描述 vt.发表评论；发表意见 vi.为…作评语 n.(Comment)人名；(德)科门特；(法)科芒
20 creature 4 ['kri:tʃə] n.动物，生物；人；创造物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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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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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life 4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24 named 4 [neimd] adj.命名的；指定的；被指名的 v.命名；任命（name的过去分词）；称呼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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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predator 4 ['predətə] n.[动]捕食者；[动]食肉动物；掠夺者
27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8 with 4 [wið, wiθ] prep.用；随着；支持；和…在一起 n.(With)人名；(德、芬、丹、瑞典)维特
29 your 4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30 abou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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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人 n.(About)人名；(法)阿布

ancient 3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32 animals 3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33 around 3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34 box 3 [bɔks] n.箱，盒子；包厢；一拳 vi.拳击 vt.拳击；装…入盒中；打耳光 n.(Box)人名；(英、法、西)博克斯
35 British 3 ['britiʃ] adj.英国的；英国人的；大不列颠的 n.英国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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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ambrian 3 ['kæmbriən] n.威尔士人；寒武纪或系 adj.寒武纪的；威尔斯的；威尔斯人的
38 fossils 3 ['fɒslz] 化石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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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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lik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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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many 3 ['meni] pron.许多；许多人 adj.许多的 n.(Many)人名；(法)马尼
42 o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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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other 3 ['ʌðə] adj.其他的，另外的 pron.另外一个
44 perio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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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skelet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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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stor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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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48 account 2 n.账户；解释；账目，账单；理由；描述 vi.解释；导致；报账 vt.认为；把…视为
49 after 2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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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lso 2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52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53 anemones 2 n. 阿内莫纳（音译名）；银莲花属植物；海葵（名词anemone的复数形式）
54 anna 2 ['ænə] n.安娜（女子名）
55 appeared 2 [ə'piəd] adj. 出现的 动词appear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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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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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associated 2 [ə'səuʃi,eitid] adj.关联的；联合的 v.联系（associa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59 a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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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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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enborough 2 n.(Attenborough)人名；(英)阿滕伯勒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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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been 2 [bi:n] v.是，有（be的过去分词） n.(Been)人名；(挪)贝恩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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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charnwood 2 n. 查恩伍德
65 corals 2 珊瑚
66 do 2 n.要求；规定；C大调音阶中的第一音 v.做；干；学习；研究；进行；完成；解答；整理；算出；引起；行过 aux.助动词
60

（构成疑问句和否定句）；（代替动词）；（用于加强语气） vi.行，足够；生长 n.（英）多（人名Dorothea和Dorothy的昵
称） n.（口语）事件；（主英国口语）诈骗；（主英国、新西兰口语）宴会；（口语）必须做到的事情

dunn 2 n. 邓恩
68 during 2 ['djuəriŋ] prep.在…的时候，在…的期间 n.(During)人名；(法)迪兰；(瑞典、利比)杜林
69 earliest 2 英 ['ɜːliɪst] 美 ['ɜːrliɪst] n. 最早 adj. 最早的
70 Englis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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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explosion 2 n.爆炸；爆发；激增 n.（Explosion）《引爆者》（一部中国动作、犯罪电影）。
72 fir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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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特；(捷)菲尔斯特

fores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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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found 2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75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6 jellyfish 2 ['dʒelifiʃ] n.水母；[无脊椎]海蜇；软弱无能的人
77 known 2 [nəun] adj.已知的；知名的；大家知道的 v.知道（know的过去分词）
78 lantern 2 ['læntən] n.灯笼；提灯；灯笼式天窗
79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80 matteo 2 n. 马泰奥
81 may 2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82 media 2 ['mi:diə] n.媒体；媒质（medium的复数）；血管中层；浊塞音；中脉
83 mineralized 2 ['mɪnərəˌlɑɪzd] v. 矿化 adj. 矿藏丰富的 动词mineraliz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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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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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naturalist 2 ['nætʃərəlist] n.自然主义者；博物学者；（英）动物标本剥制者；买卖玩赏动物的商人 adj.自然的（等于
84

naturalistic）；自然主义的；博物学的

old 2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87 pres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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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西、瑞典)普雷斯

remains 2 [ri'meinz] n.残余；遗骸
89 sa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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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塞伊；(匈、罗)绍伊

scientists 2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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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ocial 2 ['səuʃəl] adj.社会的，社交的；群居的 n.联谊会；联欢会
93 studies 2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94 system 2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95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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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名；(俄)季梅；(英)泰姆；(罗)蒂梅

w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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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wilby 2 n. 威尔比
99 world 2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00 year 2 n.年；年度；历年；年纪；一年的期间；某年级的学生
101 accounts 1 [ə'kaʊnts] n. 帐目；叙述；账户；客户，用户 名词account的复数形式.
102 adapted 1 [ə'dæptɪd] adj. 适合的 动词adap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03 appears 1 英 [ə'pɪə(r)] 美 [ə'pɪr] vi. 出现；出版；显得；好像；登场
10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105 arm 1 n.手臂；武器；袖子；装备；部门 vi.武装起来 vt.武装；备战
106 began 1 [bi'gæn] v.开始；创建；着手于（begin的过去式） n.(Began)人名；(塞)贝甘
107 believed 1 [bɪ'liːv] v. 相信；认为
108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109 blue 1 n.蓝色；[复数]（美国海、陆、空三军穿的）蓝色制服；蓝颜料；[theblue(s)][用作单数或复数]布鲁斯（歌曲）（一种伤
97

感的美国黑人民歌 adj.蓝色的；沮丧的，忧郁的；下流的 vt.把…染成蓝色；使成蓝色；给…用上蓝剂；用上蓝剂于 vi.变成
蓝色，呈蓝色 n.（英、西、意）布卢（人名）

bodied 1 ['bɔdid] adj.有形的；有躯体的 v.赋…以形体；体现（body的过去分词）
111 bones 1 英 [bəʊnz] 美 [boʊnz] n. 骨骼 名词bone的复数形式.
112 books 1 ['bʊks] n. 帐目；书 名词book的复数形式.
113 broadcaster 1 ['brɔ:d,kɑ:stə, -,kæstə] n.广播公司；广播员；播送设备；撒播物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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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calcium 1 ['kælsiəm] n.[化学]钙
116 call 1 [kɔ:l] vi.呼叫；拜访；叫牌 vt.呼叫；称呼；召集 n.电话；呼叫；要求；访问 n.(Call)人名；(瑞典、罗)卡尔；(英)考尔
117 capturing 1 ['kæptʃəriŋ] v.捕捉（capture的ing形式）
118 carbonate 1 ['kɑ:bəneit] vt.使充满二氧化碳；使变成碳酸盐 n.碳酸盐
119 carried 1 ['kærid] adj.被运的；入神的；忘我的 v.保持（carry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搬运
120 central 1 ['sentrəl] adj.中心的；主要的；中枢的 n.电话总机
121 circle 1 ['sə:kl] n.循环，周期；圆；圈子；圆形物 vi.盘旋，旋转；环行 vt.画圆圈；环绕…移动
122 clearly 1 ['kliəli] adv.清晰地；明显地；无疑地；明净地
123 click 1 [klik] vt.点击；使发咔哒声 vi.作咔哒声 n.单击；滴答声
124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25 complex 1 ['kɔmpleks] adj.复杂的；合成的 n.复合体；综合设施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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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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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atures 1 ['kriːtʃəz] n. 生物（creature的复数形式）
129 David 1 ['deivid] n.大卫；戴维（男子名）
130 dawn 1 [dɔ:n] n.黎明；开端 vt.破晓；出现；被领悟 n.(Dawn)人名；(西)道恩
131 delighted 1 [di'laitid] adj.高兴的；欣喜的 v.使…兴高采烈；感到快乐（delight的过去分词）
132 densely 1 [densli] adv. 密集地；浓厚地
133 developed 1 [di'veləpid] adj.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成熟的
134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135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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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eati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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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ngland 1 n.英格兰
139 enter 1 ['entə] vt.进入；开始；参加 vi.参加，登场；进去 n.[计]输入；回车 n.(Enter)人名；(英)恩特
140 exciting 1 [ik'saitiŋ] adj.令人兴奋的；使人激动的 v.激动；刺激（excite的ing形式）；唤起
141 facebook 1 ['feɪsbʊk] n. 肖像影集；脸谱网或脸书网（知名社交网站） v. 在脸书网页上寻找
142 famous 1 ['feiməs] adj.著名的；极好的，非常令人满意的
143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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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人名；(英)福姆；(法、德)福尔姆

forms 1 ['fɔːmz] n. 表格；形式；年级 名词form的复数形式.
146 four 1 [fɔ:] num.四；四个 adj.四的；四个的 n.(Four)人名；(西)福尔；(法)富尔
147 frankie 1 n.弗兰基（姓名）
148 free 1 [fri:] adj.免费的；自由的，不受约束的；[化学]游离的 vt.使自由，解放；释放 adv.自由地；免费 n.(Free)人名；(英)弗里
149 geological 1 [dʒiə'lɔdʒikəl] adj.地质的，地质学的
150 glass 1 [glɑ:s, glæs] n.玻璃；玻璃制品；镜子 vt.反映；给某物加玻璃 vi.成玻璃状 n.(Glass)人名；(英、法、德、意)格拉斯
151 go 1 vi.走；达到；运转；趋于 n.去；进行；尝试 vt.忍受；出产；以…打赌 （复数goes第三人称单数goes过去式went过去分词
145

gone现在分词going）

google 1 [gu:gl] 谷歌；谷歌搜索引擎
153 group 1 [gru:p] n.组；团体 adj.群的；团体的 vi.聚合 vt.把…聚集；把…分组
154 groups 1 [ɡruːp] n. 群；组；团体；集团 v. 聚合；成群、组；把 ... 聚集；把 ... 分类
155 hard 1 adj.努力的；硬的；困难的；辛苦的；确实的；严厉的；猛烈的；冷酷无情的 adv.努力地；困难地；辛苦地；接近地；
152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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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普

history 1 ['histəri] n.历史，历史学；历史记录；来历
159 honor 1 ['ɔnə] n.荣誉；信用；头衔 vt.尊敬（等于honour）；给…以荣誉
160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161 hunter 1 ['hʌntə] n.猎人；猎犬；搜寻者
162 hunting 1 ['hʌntiŋ] n.打猎；追逐；搜索 adj.打猎的；振荡的 v.狩猎；寻找（hunt的ing形式）；追捕 n.(Hunting)人名；(英)亨廷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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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4 images 1 ['ɪmɪdʒ] n. 印象；形象；影像；图像；肖像 vt. 反映；想像；描绘
165 includes 1 [ɪnk'luːdz] 动词includ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66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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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名；(德)基林

kinds 1 [kaɪndz] n. 种类 名词kind的复数形式.
169 know 1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170 language 1 ['læŋgwidʒ] n.语言；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171 Latin 1 ['lætin] adj.拉丁语的；拉丁人的 n.拉丁语；拉丁人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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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icester 1 ['lestə] n.莱斯特（英国中部城市）；莱斯特郡（英国英格兰中部的郡名）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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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火 vt.照亮；点燃；着火 adv.轻地；清楚地；轻便地 n.(Light)人名；(英)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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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5 login 1 英 ['lɒɡɪn] 美 ['lɔːɡɪn] n. 登录；注册
176 London 1 ['lʌndən] n.伦敦
177 l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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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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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9 massively 1 ['mæsivli] adv.大量地；沉重地；庄严地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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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migh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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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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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法、芬、捷、英)莫斯特

mostly 1 ['məustli] adv.主要地；通常；多半地
185 moveable 1 ['mu:vəbl] adj.可移动的 n.动产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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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museum 1 [mju:'ziəm] n.博物馆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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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

(姓)；(英)内姆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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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 newly 1 ['nju:li] adv.最近；重新；以新的方式
192 octopus 1 ['ɔktəpəs] n.章鱼 章鱼肉
193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4 Oxford 1 ['ɔksfəd] n.牛津大学；牛津（英国城市）
195 packed 1 [pækt] adj.（常用来构成复合词）充满…的，塞满了…的 v.[包装]包装（pack的过去分词）
196 paleontologist 1 [,peiliɔn'tɔlədʒist] n.古生物学者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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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特；(泰)巴；(法)帕尔

parts 1 [pɑ:ts] n.[机]零件，部件 n.(Parts)人名；(瑞典)帕茨；(爱沙)帕尔茨
199 passing 1 ['pɑ:siŋ, 'pæs-] adj.经过的；目前的；及格的；短暂的 n.经过；及格；流逝；去世 adv.非常 v.通过；及格；许可；传送
198

（pass的ing形式） n.(Passing)人名；(德)帕辛

phil 1 [fil] abbr.哲学（philoso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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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式）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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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possibly 1 ['pɔsəbli] adv.可能地；也许；大概
205 predates 1 英 ['priː'deɪt] 美 [priː'deɪt] v. 在日期上早于
206 related 1 [ri'leitid] adj.有关系的，有关联的；讲述的，叙述的 v.叙述（relate过去式）
207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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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reportedly 1 [ri'pɔ:tidli] adv.据报道；据传闻
210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211 researchers 1 ['rɪsɜːt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212 return 1 [ri'tə:n] vt.返回；报答 vi.返回；报答 n.返回；归还；回球 adj.报答的；回程的；返回的
213 sea 1 [si:] n.海；海洋；许多；大量
214 sh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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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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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威妥玛)

shells 1 ['ʃelz] n. 贝壳 名词shell的复数形式.
216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17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18 soft 1 [sɔft, sɔ:ft] adj.软的，柔软的；温柔的，温和的；软弱的；笨的 adv.柔软地；温和地 n.柔性；柔软的东西；柔软部分
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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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5

(英)斯通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21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22 such 1 [sʌtʃ, sətʃ] adj.这样的，如此的 n.(Such)人名；(英)萨奇；(德)祖赫
223 supports 1 [sə'pɔːts] n. 支持
224 survey 1 [sə:'vei, 'sə:vei, sə-] n.调查；测量；审视；纵览 vt.调查；勘测；俯瞰 vi.测量土地
225 tentacle 1 ['tentəkl] n.触手，[动]触须，[动]触角
226 tentacles 1 ['təntəkəlz] n. [动]触须；[植]触毛；似触手的东西 名词tentacle的复数形式.
227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28 think 1 [θiŋk] vt.想；认为；想起；想像；打算 vi.想；认为 n.想；想法 adj.思想的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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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0 today 1 [tə'dei] adv.今天；现今 n.今天；现今 n.(Today)人名；(英)托迪
231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232 truly 1 ['tru:li] adv.真实地，不假；真诚地 n.(Truly)人名；(英)特鲁利
233 turned 1 adj.被转动的；变质的；车削的 v.使变成（turn的过去式）；转动
234 twitter 1 ['twitə] n.微博客，鸟叫声 vt.吱吱叫；嘁嘁喳喳地讲
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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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6 understand 1 vt.理解；懂；获悉；推断；省略；明白 vi.理解；懂得；熟悉
237 university 1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238 unlike 1 [,ʌn'laik] adj.不同的，不相似的 prep.和…不同，不像
239 us 1 pron.我们
240 use 1 [ju:z] n.使用；用途；发挥 vt.利用；耗费 vi.使用，运用 n.(Use)人名；(德)乌泽
241 used 1 adj.习惯的；二手的，使用过的 v.用（use的过去式）；（usedto）过去常做
242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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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4 VOA 1 英 [ˌviːəʊ'eɪ] 美 [oʊ] abbr. 美国之音 (=Voice of America).
245 want 1 [wɔnt, wɔ:nt] vt.需要；希望；应该；缺少 n.需要；缺乏；贫困；必需品 vi.需要；缺少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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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 waved 1 [weivd] adj.波浪形的；起伏的 v.挥动（wave的过去式）；成波浪形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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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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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0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where 1 [hwεə] adv.在哪里 pron.哪里 conj.在…的地方 n.地点
251 which 1 [hwitʃ] pron.哪/那一个；哪/那一些 adj.哪一个；哪一些
25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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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255 would 1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256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257 written 1 ['ritən] adj.书面的，成文的；文字的 v.写（write的过去分词）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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