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19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ers Find Reason for
Roman Concrete's Strength 词频表词频表

1 the 42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2 to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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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crete 13 [kən'kri:t, 'kɔnkri:t] adj.混凝土的；实在的，具体的；有形的 vi.凝结 vt.使凝固；用混凝土修筑 n.具体物；凝结物

4 of 13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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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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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in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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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s 8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9 lime 7 [laim] n.石灰；酸橙；绿黄色 vt.撒石灰于；涂粘鸟胶于 adj.绿黄色的 n.(Lime)人名；(法)利姆

10 Roman 7 ['rəumən] n.罗马人；古罗马语 adj.罗马的；罗马人的

11 researchers 6 ['rɪsɜ tːʃəz] n. 研发人员，研究人员（researcher的复数形式）

12 small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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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something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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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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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from 5 [强frɔm, 弱frəm] prep.来自，从；由于；今后 n.(From)人名；(瑞典、丹、德)弗罗姆

16 new 5 [nju:, nu:] adj.新的，新鲜的；更新的；初见的 adv.新近 n.(New)人名；(英)纽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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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ancient 4 ['einʃənt] adj.古代的；古老的，过时的；年老的 n.古代人；老人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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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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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i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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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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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pieces 4 n.匹头，毛束；件片块个工件零件

24 Romans 4 ['rəumənz] n.《罗马书》（《圣经·新约》中的一卷）

25 study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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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was 4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27 years 4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28 you 4 [ju:, 弱ju, jə] pron.你；你们 n.(You)人名；(柬)尤；(东南亚国家华语)猷

29 ash 3 [æʃ] n.灰；灰烬 n.(Ash)人名；(英、俄、捷)阿什

30 buildings 3 ['bɪldɪŋz] n. 建筑物 名词building的复数形式.

31 called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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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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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cracks 3 [kræk] v. 破裂；砸开；发出爆裂声；撞击；破解；变嘶哑；崩溃；制裁；<非正式>开玩笑 n. 裂缝；裂痕；爆裂声；猛
击；尝试；俏皮话 adj. 训练有素的

34 hav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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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into 3 ['intu:, -tu, -tə] prep.到…里；深入…之中；成为…状况；进入到…之内 n.(Into)人名；(芬、英)因托

36 sh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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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special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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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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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structures 3 [st'rʌktʃəz] n. 结构 名词structure的复数形式.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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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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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volcanic 3 [vɔl'kænik] adj.火山的；猛烈的；易突然发作的 n.火山岩

42 wa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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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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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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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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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addition 2 [ə'diʃən] n.添加；[数]加法；增加物

47 an 2 art.一（在元音音素前）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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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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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based 2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50 bits 2 ['bɪts] n. 齿片；位 名词bit的复数形式.

51 building 2 ['bildiŋ] n.建筑；建筑物 v.建筑；建立；增加（build的ing形式）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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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calcium 2 ['kælsiəm] n.[化学]钙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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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clast 2 [klæst] n.[地质]碎屑（岩）

56 crack 2 [kræk] vt.使破裂；打开；变声 vi.破裂；爆裂 n.裂缝；声变；噼啪声 adj.最好的；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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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dissolve 2 [di'zɔlv] vt.使溶解；使分解；使液化 vi.溶解；解散；消失 n.叠化画面；画面的溶暗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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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friedell 2 n. 弗里德尔

61 helpe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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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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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inspired 2 [in'spaiəd] adj.有灵感的；官方授意的 v.激发（inspire的过去分词）；鼓舞

64 know 2 [nəu] vt.知道；认识；懂得 vi.了解；熟悉；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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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lo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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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make 2 [meik] vt.使得；进行；布置，准备，整理；制造；认为；获得；形成；安排；引起；构成 vi.开始；前进；增大；被制造
n.制造；构造；性情 n.(Make)人名；(塞、南非)马克

68 materia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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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mit 2 [mit] abbr.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制造完整性试验（ManufacturingIntegrityTest）；主指令
带，主程序带，主控带（MasterInstructionTape） n.(Mit)人名；(柬)米；(泰)密

70 mixed 2 [mikst] adj.混合的；形形色色的；弄糊涂的 v.混合；弄混（mix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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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 o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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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ov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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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quality 2 n.质量，[统计]品质；特性；才能 adj.优质的；高品质的；<英俚>棒极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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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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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started 2 [s'tɑ tːɪd] v. 出发，启动，开始（动词star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78 still 2 [stil] adv.仍然；更；静止地 adj.静止的，不动的；寂静的，平静的；不起泡的 n.寂静；剧照；蒸馏室 conj.仍然；但是；尽
管如此 vt.蒸馏；使…静止；使…平静下来 vi.静止；平静；蒸馏 n.(Still)人名；(英、芬、瑞典)斯蒂尔；(德)施蒂尔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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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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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strategy 2 ['strætidʒi] n.战略，策略

81 stronger 2 [英[strɒŋə(r)] 美[strɒŋə]] adj.更强壮的

82 testament 2 ['testəmənt] n.[法]遗嘱；圣约；确实的证明

83 thought 2 [θɔ:t] n.思想；思考；想法；关心 v.想，思考；认为（thin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84 through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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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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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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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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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wanted 2 [英 ['wɒntɪd] 美 ['wɑ:ntɪd] adj.受通缉的；被征求的 v.缺少(wan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应该；打算；需要…在场

89 well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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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why 2 [hwai] int.哎呀！什么？ adv.为什么

91 your 2 [jɔ:, jəu, 弱jə] pron.你的，你们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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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achieving 1 [ə'tʃiː v] v. 完成；达到；实现

94 action 1 ['ækʃən] n.行动；活动；功能；战斗；情节 n.(Action)人名；(英)埃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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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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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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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admir 1 阿德米尔

99 advances 1 [əd'vaː nsɪz] n. 接近；主动姿态（名词advance的复数形式） v. 前进，进展（动词advanc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100 after 1 ['ɑ:ftə, 'æf-] adv.后来，以后 prep.在……之后 conj.在……之后 adj.以后的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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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almost 1 ['ɔ:lməust] adv.差不多，几乎

103 apart 1 [ə'pɑ:t] adv.相距；与众不同地；分离着 adj.分离的；与众不同的

104 area 1 ['εəriə] n.区域，地区；面积；范围 n.(Area)人名；(西)阿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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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a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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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away 1 [ə'wei] adv.离去，离开；在远处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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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bit 1 n.[计]比特（二进位制信息单位）；少量；马嚼子；辅币；老一套；一点，一块 vt.控制 adj.很小的；微不足道的 adv.有点
儿；相当 vt.咬（bi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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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break 1 vi.打破；折断；弄坏；削弱 vt.（使）破；打破（纪录）；（常指好天气）突变；开始 vi.（嗓音）突变；突破；破
晓；（价格）突然下跌 n.破裂；间断；（持续一段时间的状况的）改变；间歇

112 build 1 [bild] vt.建立；建筑 vi.建筑；建造 n.构造；体形；体格

113 builders 1 ['bɪldəz] n. 洗选强化剂

114 business 1 ['biznis] n.商业；[贸易]生意；[贸易]交易；事情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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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came 1 [keim] v.come的过去式

117 careful 1 ['kεəful] adj.仔细的，小心的

118 cases 1 [keɪsɪs] n. 案例 名词case的复数形式.

119 characteristic 1 [,kærəktə'ristik] adj.典型的；特有的；表示特性的 n.特征；特性；特色

120 characteristics 1 [ˌkærɪktə'rɪstɪk] n. 特性；特征；特点 名词characteristic的复数形式.

121 civil 1 ['sivəl] adj.公民的；民间的；文职的；有礼貌的；根据民法的 n.(Civil)人名；(土)吉维尔；(法)西维尔

122 colosseum 1 [,kɔlə'siəm] n.罗马圆形大剧场

123 comes 1 ['kɔmis] v.来自；从…来（come的三单形式） n.伴引血管；伴星 n.(Comes)人名；(法)科姆；(德、西、意)科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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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comments 1 ['kɒments] n. 评论；意见；注解；注释 名词comment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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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create 1 [kri'eit] vt.创造，创作；造成

127 crumble 1 ['krʌmbl] vi.崩溃；破碎，粉碎 vt.崩溃；弄碎，粉碎 n.面包屑

128 crumbles 1 ['krʌmbl] v. 崩溃；弄碎；破灭

129 current 1 ['kʌrənt] adj.现在的；流通的，通用的；最近的；草写的 n.（水，气，电）流；趋势；涌流 n.(Current)人名；(英)柯伦
特

130 describe 1 [di'skraib] vt.描述，形容；描绘

131 different 1 ['difərənt] adj.不同的；个别的，与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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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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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earlier 1 adj.早的；初期的（early的比较级） adv.早地；早先的时候

135 else 1 [els] adv.其他；否则；另外 adj.别的；其他的 n.(Else)人名；(英)埃尔斯；(德)埃尔泽；(芬、丹)埃尔塞

136 engineering 1 [,endʒi'niəriŋ] n.工程，工程学 v.设计；管理（engineer的ing形式）；建造

137 engineers 1 英 [ˌendʒɪ'nɪə(r)] 美 [ˌendʒɪ'nɪr] n. 工程师；机(械)师 vt. 设计；建造；策划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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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environmental 1 [in,vaiərən'mentəl] adj.环境的，周围的；有关环境的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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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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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2 exists 1 [ɪɡ'zɪst] v. 存在；生存；活着

143 fact 1 [fækt] n.事实；实际；真相

144 falling 1 ['fɔ:liŋ] adj.下降的；落下的 n.下降；落下；陷落 v.落下（fall的ing形式） n.(Falling)人名；(瑞典)法林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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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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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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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gave 1 [geiv] v.给予（give的过去式） n.(Gave)人名；(塞内)加韦；(法)加夫

149 goal 1 [gəul] n.目标；球门，得分数；终点 vi.攻门，射门得分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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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great 1 [greit] adj.伟大的，重大的；极好的，好的；主要的 n.大师；大人物；伟人们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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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harbors 1 ['hɑːbə] n. 海港；避难所 vt. 庇护；心怀；窝藏 vi. 生存；进入避祸所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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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healing 1 ['hi:liŋ] adj.能治愈的 n.康复 v.治疗（heal的现在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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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heating 1 ['hi:tiŋ] n.[热]加热；[建]供暖；暖气设备 adj.加热的；供热的 v.[热]加热（heat的现在分词）

158 held 1 v.握住（hold的过去分词）；举起,抬起；使升高；展示；提出(作为榜样)(后与as连用) n.(Held)人名；(英、瑞典)赫尔德；
(德、捷)黑尔德；(罗、匈、塞)海尔德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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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his 1 [hiz, 弱iz] pron.他的 n.(His)人名；(法)伊斯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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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 hoping 1 ['həʊpɪŋ] n. 希望 动词hope的现在分词形式.

163 how 1 [hau] adv.如何；多少；多么 n.方法；方式 conj.如何 n.(How)人名；(英)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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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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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influence 1 ['influəns] n.影响；势力；感化；有影响的人或事 vt.影响；改变

167 institute 1 ['institjut, -tu:t] vt.开始（调查）；制定；创立；提起（诉讼） n.学会，协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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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8 instrumental 1 [,instru'mentəl, ,instrə-] adj.乐器的；有帮助的；仪器的，器械的 n.器乐曲；工具字，工具格

169 item 1 n.条款，项目；一则；一件商品（或物品） adj.又，同上 v.记下；逐条列出

170 keep 1 [ki:p] vt.保持；经营；遵守；饲养 vi.保持；继续不断 n.保持；生计；生活费 n.(Keep)人名；(英)基普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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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 lasted 1 ['lɑːstɪd] adj. 持续的 动词last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73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174 limestone 1 ['laimstəun] n.[岩]石灰岩

175 Linda 1 ['lində] n.琳达（女子名）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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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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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 makes 1 [meɪks] v. 做 动词make的第三人称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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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 Massachusetts 1 [,mæsə'tʃu:sits] n.马萨诸塞州（美国）

181 materials 1 [mə'tɪərɪəlz] n. 原料；素材 名词material的复数形式.

182 method 1 ['meθəd] n.方法；条理；类函数 adj.使用体验派表演方法的

183 mistake 1 [mi'steik] n.错误；误会；过失 vt.弄错；误解 vi.弄错；误解

184 modern 1 ['mɔdən] adj.现代的，近代的；时髦的 n.现代人；有思想的人

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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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芬、捷、英)莫斯特

186 Naples 1 ['neiplz] n.那不勒斯（意大利西南部港市）

187 near 1 [niə] adj.近的；亲近的；近似的 adv.近；接近 prep.靠近；近似于

188 noted 1 ['nəutid] adj.著名的；显著的；附有乐谱的 v.注意；记下（not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189 ocean 1 ['əuʃən] n.海洋；大量；广阔 n.(Ocean)人名；(罗)奥切安

190 old 1 [əuld] adj.陈旧的，古老的；年老的 n.古时 n.(Old)人名；(英)奥尔德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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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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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others 1 pron.其他人

194 our 1 ['auə, ɑ:] pron.我们的

195 pantheon 1 [pæn'θi:ən] n.万神殿；名流群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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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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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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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 past 1 [pɑ:st, pæst] n.过去；往事 adj.过去的；结束的 prep.越过；晚于 adv.过；经过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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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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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plan 1 [plæn] n.计划；平面图 vt.计划；设计；打算 vi.计划；打算 n.(Plan)人名；(瑞典)普兰；(法)普朗

203 policy 1 ['pɔlisi] n.政策，方针；保险单

204 powdery 1 ['paudəri] adj.粉的；粉状的；布满粉状物的

205 Pozzuoli 1 [pɔt'swəuli:] n.波佐利（意大利一港市）

206 pressure 1 ['preʃə] n.压力；压迫，[物]压强 vt.迫使；密封；使……增压

207 product 1 ['prɔdəkt, -ʌkt] n.产品；结果；[数]乘积；作品

208 professor 1 [prəu'fesə] n.教授；教师；公开表示信仰的人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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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 properties 1 [p'rɒpətɪz] n. 道具；属性；性能；资产；地产 property的复数形式.

211 property 1 ['prɔpəti] n.性质，性能；财产；所有权

212 published 1 ['pʌblɪʃ] v. 出版；发行；公开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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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reason 1 ['ri:zən] n.理由；理性；动机 vi.推论；劝说 vt.说服；推论；辩论 n.(Reason)人名；(英)里森

214 repaired 1 英 [rɪ'peə(r)] 美 [rɪ'per] v. 修理；修补；补救；赴；去 n. 修理；修补；补救；维修工作；维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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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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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7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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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reuters 1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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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 science 1 ['saiəns] n.科学；技术；学科；理科 n.(Science)人名；(英)赛恩斯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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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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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4 self 1 [self] n.自己，自我；本质；私心 adj.同一的 vt.使自花授精；使近亲繁殖 vi.自花授精 n.(Self)人名；(英)塞尔夫

225 sell 1 [sel] vt.销售；推销；出卖；欺骗 vi.卖；出售；受欢迎；有销路 n.销售；失望；推销术 n.(Sell)人名；(德)泽尔；(英、芬、
瑞典)塞尔

226 send 1 [send] vt.发送，寄；派遣；使进入；发射 vi.派人；寄信 n.上升运动 n.(Send)人名；(德)森德

227 Seymour 1 ['si:mɔ:] n.西摩（男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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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standing 1 ['stændiŋ] adj.长期的；直立的；固定的 n.站立；持续；身分 v.站立；坚持不变；坐落于（stand的ing形式） n.
(Standing)人名；(英)斯坦丁；(德)施坦丁

230 strength 1 [streŋθ, streŋkθ] n.力量；力气；兵力；长处

231 strong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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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structure 1 ['strʌktʃə] n.结构；构造；建筑物 vt.组织；构成；建造

233 studying 1 ['stʌdi] n. 研究；学习；学科；书房；(绘画或文学)习作；练习曲；沉思；记忆力…的人；台词记得…的人 v. 研究；
学习；读书；仔细观察；努力

234 substance 1 ['sʌbstəns] n.物质；实质；资产；主旨

235 system 1 ['sistəm] n.制度，体制；系统；方法

236 technology 1 [tek'nɔlədʒi] n.技术；工艺；术语

237 them 1 [ðem, 弱ðəm, ðm] pron.他们；它们；她们 n.(Them)人名；(老)探

238 three 1 [θri:] n.三，三个 num.三 adj.三的，三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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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0 together 1 [tə'geðə] adv.一起；同时；相互；连续地；总共 adj.新潮的；情绪稳定的，做事有效率的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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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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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3 underwater 1 ['ʌndə'wɔ:tə] adj.在水中的；水面下的 adv.在水下 n.水下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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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5 using 1 n.使用；利用 v.使用（use的ing形式）

24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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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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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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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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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wear 1 n.衣物；磨损；耐久性 v.穿着；用旧；耗损；面露

252 who 1 pron.谁；什么人

253 widens 1 ['waɪdn] vt. 加宽；使变宽；扩大 vi. 变宽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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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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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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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 worked 1 [wə:kt] adj.处理过的；制造好的；耕种过的 v.工作（work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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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working 1 ['wə:kiŋ] adj.工作的；操作的；可行的 n.工作；活动；制作；操纵 v.工作；影响；受雇用（work的ing形式） n.
(Working)人名；(英)沃金

259 works 1 n. 工厂；修建；机器部件；全套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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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write 1 [rait] vi.写，写字；写作，作曲；写信 vt.写，书写；写信给；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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