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y_ Lizard Changed
Genetically to Survive in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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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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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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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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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f 14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6 is 11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7 i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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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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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lizard 8 ['lizəd] n.蜥蜴；类蜥蜴爬行动物 n.(Lizard)人名；(法)利扎尔

10 stud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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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city 7 ['siti] n.城市，都市 adj.城市的；都会的

12 said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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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for 6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14 lizards 6 Library Information Search and Retrieval Data System 图书馆信息搜索和数据修补系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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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s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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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at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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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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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found 5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20 how 5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21 winchell 5 温切尔 n.(Winchell)人名；(英)温切尔

22 you 5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3 animals 4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24 a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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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changes 4 [tʃendʒs] n. 改变 名词change的复数形式.

26 genetic 4 [dʒi'netik] adj.遗传的；基因的；起源的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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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new 4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29 On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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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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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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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scientists 4 ['saɪəntɪsts] n. 科学家（scientist的复数形式）

33 sh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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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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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adapt 3 [ə'dæpt] vt.使适应；改编 vi.适应

36 also 3 ['ɔ:lsəu] adv.也；而且；同样 conj.并且；另外 n.(Also)人名；(罗)阿尔索

37 areas 3 ['eərɪəs] n. 区域 名词area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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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changed 3 [tʃeɪndʒd] adj. 改变的 动词chang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39 commen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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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nvironments 3 [en'vaɪərənmənts] 环境

41 researc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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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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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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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them 3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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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47 wa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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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w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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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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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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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across 2 [ə'krɔs, ə'krɔ:s] prep.穿过；横穿 adv.横过；在对面

52 added 2 ['ædɪd] adj. 附加的；增添的 动词add的过去式及过去分词.

53 Anolis 2 安乐蜥属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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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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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Bryan 2 ['braiən] n.布赖恩（男子名）

57 ca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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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change 2 [tʃeindʒ] vt.改变；交换 n.变化；找回的零钱 vi.改变；兑换

59 Cities 2 n.都市（歌曲名）

60 different 2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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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evidence 2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63 evolution 2 [,i:və'lu:ʃən, ,ev-] n.演变；进化论；进展

64 evolutionary 2 [,i:və'lu:ʃənəri] adj.进化的；发展的；渐进的

65 forests 2 英 ['fɒrɪst] 美 ['fɔː rɪst] n. 森林；林火 vt. (用树林)覆盖；置于(树林中)

66 genetically 2 [dʒe'netikəli] adv.从遗传学角度；从基因方面

67 gun 2 n.枪支；枪状物；持枪歹徒 vi.用枪射击；加大油门快速前进 vt.向…开枪；开大油门 n.(Gun)人名；(瑞典)贡；(英)冈；
(俄、意)古恩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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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ha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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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here 2 [hiə] adv.在这里；此时 int.嘿！；喂！ n.这里 n.(Here)人名；(罗)赫尔施

71 learning 2 ['lə:niŋ] n.学习；学问 v.学习（learn的现在分词）

72 legs 2 ['leɡz] n. 腿 名词leg的复数形式.

73 livi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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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Lynn 2 [lin] n.林恩（姓氏）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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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not 2 adv.表示否定，不 n.“非”（计算机中逻辑运算的一种）

77 open 2 ['əupən] adj.公开的；敞开的；空旷的；坦率的；营业着的 vi.开始；展现 vt.公开；打开 n.公开；空旷；户外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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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plant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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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practice 2 ['præktis] n.实践；练习；惯例 vi.练习；实习；实行 vt.练习；实习；实行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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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瑞典)普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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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professor 2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83 Puerto 2 n.垭口，港口，山口 n.(Puerto)人名；(西)普埃尔托

84 Rico 2 ['rikəu] abbr.反诈骗腐败组织集团犯罪法（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sAct） n.(Rico)人名；(英、法、西、
意、葡)里科

85 run 2 vi.经营；奔跑；运转 vt.管理，经营；运行；参赛 n.奔跑；赛跑；趋向；奔跑的路程 n.(Run)人名；(塞)鲁恩

86 sam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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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Scales 2 [skeɪlz] n. 天平；秤；鳞屑 名词scale的复数形式.

88 smoking 2 ['sməukiŋ] n.抽烟；冒气 adv.冒着烟 adj.准许吸烟的 v.吸烟；冒烟（smoke的现在分词）

89 s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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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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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 spec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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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surfaces 2 英 ['sɜ fːɪs] 美 ['sɜ rːfɪs] n. 表面；外表；平面 adj. 表面的；肤浅的 vt. 在 ... 上加表层；使 ... 成平面 vi. 浮到水面；显露；在
表面工作

93 survive 2 [sə'vaiv] vt.幸存；生还；幸免于；比...活得长 vi.幸存；活下来

94 they 2 [ðei, 弱ðe] pron.他们；它们；她们

95 told 2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96 university 2 [,ju:ni'və:səti] n.大学；综合性大学；大学校舍

97 us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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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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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100 academy 1 [ə'kædəmi] n.学院；研究院；学会；专科院校

101 accoun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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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ct 1 n.行为，行动；法案，法令；假装；（戏剧，歌剧等）一幕 v.做事，行动；假装；扮演（戏剧，电影中的角色）；充当，
起作用；对…有影响 n.(ACT)美国大学入学考试，全称是AmericanCollegeTesting

103 adaptations 1 [ædæp'teɪʃnz] 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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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adaptive 1 [ə'dæptiv] adj.适应的，适合的

106 adult 1 ['ædʌlt, ə'dʌlt] adj.成年的；成熟的 n.成年人

107 albino 1 [æl'bi:nəu] n.[皮肤]白化病者；[遗]白化体；白化现象 n.(Albino)人名；(西)阿尔维诺；(阿拉伯)阿勒比努；(葡、意、英)阿
尔比诺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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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American 1 n.美国人，美洲人；美国英语 adj.美国的，美洲的；地道美国式的

110 among 1 [ə'mʌŋ] prep.在…中间；在…之中

111 Amsterdam 1 [,æmstə'dæm] n.阿姆斯特丹（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美国纽约东部城市）

112 an 1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113 anole 1 [ə'nəuli] n.变色龙

114 ap 1 abbr.美国联合通讯社（AssociatedPress）；空气污染（AirPollution）；大气规划（AirProgram）；汇编程序
（AssemblyProgram） n.(Ap)人名；(中)鸭(广东话·威妥玛)

115 around 1 [ə'raund] adv.大约；到处；在附近 prep.四处；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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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biology 1 [bai'ɔlədʒi] n.（一个地区全部的）生物；生物学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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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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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capital 1 ['kæpitəl] n.首都，省会；资金；大写字母；资本家 adj.首都的；重要的；大写的 n.(Capital)人名；(法)卡皮塔尔

121 catch 1 [kætʃ] vt.赶上；抓住；感染；了解 vi.赶上；抓住 n.捕捉；捕获物；窗钩

122 centered 1 ['sentəd] adj.居中的；有圆心的 v.集中；居中（center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23 centimeter 1 ['senti,mi:tə] n.[计量]厘米；[计量]公分

124 changing 1 ['tʃeɪndʒɪŋ] vbl. 变更；换车；兑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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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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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limb 1 [klaim] vi.爬；攀登；上升 vt.爬；攀登；上升 n.爬；攀登

127 closer 1 ['kləuzə] adj.靠近的 n.[自]闭合器；最后的节目

128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129 commonly 1 ['kɔmənli] adv.一般地；通常地；普通地

130 compared 1 英 [kəm'peə(r)] 美 [kəm'per] v. 比较；对比；比喻 n. 比较；对照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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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 crested 1 ['krestid] adj.有羽冠的；有顶饰的；有饰章的 v.在…上加顶饰（crest的过去分词） n.(Crested)人名；(英)克雷斯蒂德

133 decided 1 adj.明确的；显然的；坚决的，果断的 vt.决定（decide的过去式）

134 demonstrated 1 ['demənstreɪt] vt. 证明；演示；示范 vi. 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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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develop 1 [di'veləp] vt.开发；进步；使成长；使显影 vi.发育；生长；进化；显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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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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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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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d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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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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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1 doing 1 ['du:iŋ] v.做；干（do的ing形式） n.活动；所作所为

142 each 1 [i:tʃ] adj.每；各自的 adv.每个；各自 pron.每个；各自

143 easily 1 ['i:zili] adv.容易地；无疑地

144 ecologist 1 [i:'kɔlədʒist] n.生态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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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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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excited 1 [ik'saitid] adj.兴奋的；激动的；活跃的 v.激动；唤起（excite的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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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9 favorite 1 ['feivərit] n.幸运儿；喜欢的事物；特别喜欢的人 adj.最喜爱的；中意的；宠爱的 n.(Favorite)人名；(英)费沃里特

150 females 1 ['fiː meɪlz] 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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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 fishing 1 ['fiʃiŋ] n.渔业；捕鱼（术）；试探；装配 adj.钓鱼的；钓鱼用的 v.捕鱼（fish的ing形式）

153 flat 1 adj.平的；单调的；不景气的；干脆的；平坦的；扁平的；浅的 adv.（尤指贴着另一表面）平直地；断然地；水平地；直
接地，完全地 n.平地；公寓；平面 vt.使变平；[音乐]使（音调）下降，尤指降半音 vi.逐渐变平；[音乐]以降调唱（或奏）
n.（法）弗拉特（人名）；（英）弗莱特（人名）

154 followed 1 ['fɒləʊd] n. 跟随的；遵照的 动词follow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55 frog 1 [frɔg] n.青蛙；[铁路]辙叉；饰扣 vi.捕蛙 n.(Frog)人名；(俄)弗罗格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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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genes 1 n. 基因（gene的复数形式）；格涅斯（人名）

158 get 1 vt.使得；获得；受到；变成 n.生殖；幼兽 vi.成为；变得；到达

159 godzilla 1 n.哥斯拉（动画片名称）

160 gone 1 [gɔn] adj.离去的；死去的；用光的 v.去（go的过去分词）

161 grew 1 [gru:] v.成长，种植（grow的过去式） n.(Grew)人名；(芬)格雷夫；(英、葡)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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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grown 1 [grəun] adj.长大的；成年的；长满某物的 v.生长；变成；栽培（grow的过去分词）

164 hands 1 n.[解剖]手（hand的复数） v.给，传递（hand的单三形式） n.(Hands)人名；(英)汉兹

165 happen 1 ['hæpən] vi.发生；碰巧；偶然遇到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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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烈地；牢固地 n.（Hard）人名；(英、芬、瑞典)哈德

167 hardly 1 ['hɑ:dli] adv.几乎不，简直不；刚刚

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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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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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hear 1 [hiə] vt.听到，听；听说；审理 vi.听；听见

170 helped 1 [help] v. 帮助；有助于；促进；擅自拿取；（不）能防止或避免某事物 n. 帮助；援助；帮手；佣人；仆人 int.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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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hold 1 vt.持有；拥有；保存；拘留；约束或控制 vi.支持；有效；持续 n.控制；保留 n.(Hold)人名；(英、德、捷)霍尔德 又
作“Hold住”使用，中英混用词汇，表示轻松掌控全局。 [过去式held过去分词held或holden现在分词ho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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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identify 1 vt.确定；鉴定；识别，辨认出；使参与；把…看成一样vi.确定；认同；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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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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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improve 1 [im'pru:v] vt.改善，增进；提高…的价值 vi.增加；变得更好

178 individual 1 [,indi'vidjuəl, -dʒəl] adj.个人的；个别的；独特的 n.个人，个体

179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180 involved 1 [in'vɔlvd] adj.有关的；卷入的；复杂的 v.涉及；使参与；包含（involv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1 its 1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182 Juan 1 [hwɑ:n] n.胡安（男子名）

183 just 1 [dʒʌst] adv.只是，仅仅；刚才，刚刚；正好，恰好；实在；刚要 adj.公正的，合理的；正直的，正义的；正确的；公平
的；应得的 n.(Just)人名；(英)贾斯特；(法)朱斯特；(德、匈、波、捷、挪)尤斯特；(西)胡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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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kristin 1 n.克莉丝汀（女子名）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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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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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 lasting 1 ['lɑ:stiŋ, 'læstiŋ] adj.持久的；永恒的 n.[纺]厚实斜纹织物 v.持续；维持（last的ing形式）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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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life 1 [laif] n.生活，生存；寿命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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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limitations 1 [lɪmɪ'teɪʃnz] n. 局限；不足之处 名词limitation的复数形式.

193 linked 1 [liŋkt] adj.连接的；联合的；显示连环遗传的 v.连接；串联（link的过去分词）

194 lived 1 [livd, 'laivd] adj.有生命的 v.居住（live的过去分词）；活着；度过；以…为生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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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 adv.长期地；始终 n.（英、法、德、瑞典）朗（人名）；（柬）隆（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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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look 1 [luk] vt.看；期待；注意；面向；看上去像 vi.看；看起来；注意；面向 n.看；样子；面容 n.(Look)人名；(瑞典)洛克；
(英)卢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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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main 1 [mein] n.主要部分，要点；体力；总管道 adj.主要的，最重要的；全力的 n.(Main)人名；(德)迈因；(西)马因；(英、法)梅
因

200 makeup 1 ['meikʌp] n.化妆品；组成；补充；补考

201 male 1 [meil] adj.男性的；雄性的；有力的 n.男人；雄性动物 n.(Male)人名；(柬)马尔；(意、西、塞)马莱；(英)梅尔

202 males 1 ['meɪlz] n. 壮丁；男人 名词mal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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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material 1 [mə'tiəriəl] adj.重要的；物质的，实质性的；肉体的 n.材料，原料；物资；布料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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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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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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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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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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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national 1 ['næʃənəl] adj.国家的；国民的；民族的；国立的 n.国民

211 nearly 1 ['niəli] adv.差不多，几乎；密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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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need 1 [ni:d] n.需要，要求；缺乏；必要之物 vt.需要 vi.需要

213 next 1 [nekst] adv.然后；下次；其次 adj.下一个的；其次的；贴近的 n.下一个 prep.靠近；居于…之后

214 official 1 adj.官方的；正式的；公务的 n.官员；公务员；高级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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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onto 1 ['ɔntu, -tə] prep.在…之上；对…了解；映射到…上 adj.映射的；自身的；映成的

217 organisms 1 有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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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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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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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own 1 [əun] vt.拥有；承认 vi.承认 adj.自己的；特有的 n.自己的 n.(Own)人名；(阿拉伯)奥恩

223 permit 1 [pə'mit] vi.许可；允许 vt.许可；允许 n.许可证，执照

224 permitted 1 英 [pə'mɪt] 美 [pər'mɪt] n. 许可证；执照 v. 允许；许可

225 piece 1 [pi:s] n.块；件；篇；硬币 vt.修补；接合；凑合

226 point 1 [pɔint] n.要点；得分；标点；[机]尖端 vt.指向；弄尖；加标点于 vi.表明；指向 n.(Point)人名；(法)普安

227 poles 1 英 [pəʊl] 美 [poʊl] n. 杆；柱；极点 v. (用杆)支撑 Pole. n. 波兰人

228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29 populations 1 [pɒpjʊ'leɪʃnz] 居群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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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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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proceedings 1 [prə'si:diŋz] n.诉讼；行动（proceeding的复数形式）；会议记录；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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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4 proof 1 [pru:f] n.证明；证据；校样；考验；验证；试验 adj.防…的；不能透入的；证明用的；耐…的 vt.试验；校对；使不被穿
透

235 proves 1 [pruːv] v. 证明；检验；结果是；发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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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quickly 1 ['kwikli] adv.迅速地；很快地

238 rare 1 adj.稀有的；稀薄的；半熟的 adj.杰出的；极度的；非常好的 adv.非常；极其 vi.用后腿站起；渴望

239 rate 1 [reit] n.比率，率；速度；价格；等级 vt.认为；估价；责骂 vi.责骂；被评价 n.(Rate)人名；(法、塞)拉特

240 rather 1 ['rɑ:ðə, 'ræ-] adv.宁可，宁愿；相当 int.当然啦（回答问题时用） n.(Rather)人名；(英)拉瑟

241 react 1 vi.反应，作出反应；产生（化学）反应；

242 recently 1 ['ri:səntli] adv.最近；新近

243 regularly 1 ['regjələli] adv.定期地；有规律地；整齐地；匀称地

244 relate 1 [ri'leit] vt.叙述；使…有联系 vi.涉及；认同；符合；与…有某种联系

245 repeatedly 1 [rɪ'piː tɪdli] adv. 重复地；再三地

246 replies 1 [rɪ'plaɪ] v. 回答；答复；回应 n. 回答；答复

247 report 1 [ri'pɔ:t] n.报告；报道；成绩单 vt.报告；报导；使报到 vi.报告；报到；写报导 n.(Report)人名；(匈)雷波特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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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reproducing 1 [ˌreprə'djuːsɪŋ] n. 再制造；再生；复制 动词reproduce的现在分词形式.

250 reproduction 1 [,ri:prə'dʌkʃən] n.繁殖，生殖；复制；复制品

251 reproductive 1 [,ri:prə'dʌktiv] adj.生殖的；再生的；复制的

252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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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4 rich 1 adj.富有的；肥沃的；昂贵的 adj.油腻的，含有很多脂肪 n.(Rich)人名；(丹)里克；(捷)里赫；(英、西)里奇；(葡、法)里什

255 San 1 [sa:n] abbr.存储区域网（StorageAreaNetworking） n.(San)人名；(泰)讪；(俄、罗、刚)萨恩；(土、柬)桑；(缅)山

256 scale 1 [skeil] n.规模；比例；鳞；刻度；天平；数值范围 vi.衡量；攀登；剥落；生水垢 vt.测量；攀登；刮鳞；依比例决定 n.
(Scale)人名；(意)斯卡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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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sciences 1 科学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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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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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0 showed 1 v.显示；表现；展示（show的过去式）

261 signs 1 [saɪn] n. 手势；招牌；符号；迹象；正负号 v. 签；签名；做手势；做标记

262 similar 1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263 site 1 [sait] n.地点；位置；场所 vt.设置；为…选址

264 situation 1 [,sitju'eiʃən, -tʃu-] n.情况；形势；处境；位置

265 skills 1 技能

266 skin 1 [skin] n.皮肤；外皮 vt.剥皮 vi.愈合；长皮

267 smooth 1 [smu:ð] adj.顺利的；光滑的；平稳的 vt.使光滑；消除（障碍等）；使优雅；缓和 n.平滑部分；一块平地 vi.变平静；
变平滑 adv.光滑地；平稳地；流畅地

268 smoother 1 ['smuːðə] n. 路面整平机；修光工具

269 spread 1 [spred] vi.传播；伸展 vt.传播，散布；展开；伸展；铺开 n.传播；伸展 adj.伸展的

270 spreads 1 [spred] v. 传播；展开；散布；铺开；伸展；涂撒 n. 范围；传播；差额；幅度；盛宴

271 studied 1 ['stʌdid] adj.有计划的；故意的 v.学习（study的过去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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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3 suitable 1 ['sju:təbl] adj.适当的；相配的

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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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76 takes 1 [teɪk] v. 拿；取；执行；需要；接受；理解；修(课程)；花费；吃（喝）；认为；搭乘 n. 拿取；取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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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8 territory 1 ['teritəri] n.领土，领域；范围；地域；版图

279 th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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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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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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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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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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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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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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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6 trees 1 [triː s] n. 树； 灌木； 似树的木制品； 木梁； 鞍架； 宗谱； 绞刑架； 十字架 v. 逼迫上树； 在 ... 植树； 鞋楦 名词tree
的复数形式

287 true 1 [tru:] adj.真实的；正确的 adv.真实地；准确地 n.真实；准确 vt.装准 n.(TRUE)人名；(英)特鲁

288 two 1 [tu:] n.两个 adj.两个的 num.二

289 unclear 1 英 [ˌʌn'klɪə(r)] 美 [ˌʌn'klɪr] adj. 不清楚的；含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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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 unfolding 1 英 [ʌn'fəʊldɪŋ] 美 [ʌn'foʊldɪŋ] n. 伸展；退褶合；演变 动词unfold的现在分词形式.

292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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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4 walls 1 ['wɔː lz] n. 墙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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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watching 1 ['wɔtʃiŋ] vt.观看，守望；监视，注意（watch现在分词）

297 ways 1 [weiz] n.方法（way的复数）；滑路 n.(Ways)人名；(吉布)瓦伊斯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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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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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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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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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1 windows 1 ['windəuz] n.微软公司生产的“视窗”操作系统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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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3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304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305 wouter 1 沃特

306 writer 1 ['raitə] n.作家；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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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8 York 1 [jɔ:k] n.约克郡；约克王朝

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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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