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01-24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cientists Find Dinosaur
Fossils in Patagonia 词汇表词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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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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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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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already 1 [ɔ:l'redi] adv.已经，早已；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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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America 1 [ə'merikə] n.美洲（包括北美和南美洲）；美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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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nd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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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l 1 ['æniməl] n.动物 动物的

10 animals 2 ['æniməlz] n.[动]动物，动物世界；牲畜（animal的复数形式）

11 another 1 [ə'nʌðə] adj.又一，另一；另外的；不同的 pron.另一个；又一个 prep.另一个；另一个人

12 Antarctic 1 n.南极洲，南极地区 adj.南极的

13 Antarctica 1 [ænt'ɑ:ktikə] n.南极洲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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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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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Argentina 1 [,ɑ:dʒən'ti:nə] n.阿根廷（位于拉丁美洲）

17 based 1 [beist] v.立基于，以…为基础（base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 adj.有根基的

18 basin 1 ['beisən] n.水池；流域；盆地；盆 n.(Basin)人名；(俄)巴辛；(法)巴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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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efore 2 [bi'fɔ:] prep.在…之前，先于 adv.以前；在前 conj.在…以前；在…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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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between 1 [bi'twi:n] prep.在…之间 adv.在中间

23 Brazil 1 [brə'zil] n.巴西（拉丁美洲国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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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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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ca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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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carnivores 1 [kaː nɪvɔː z] n. 肉食动物；食虫植物 名词carnivore的复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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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chain 1 n.链；束缚；枷锁 vt.束缚；囚禁；用铁链锁住

30 Chile 3 ['tʃili] n.智利（南美洲国家）

31 Chilean 1 ['tʃiliən] n.智利人；智利语 adj.智利文化的；智利人的；智利的

32 chinas 2 [t'ʃaɪnəz] 缎面棉带

33 climate 1 ['klaimit] n.气候；风气；思潮；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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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cold 1 [kəuld] adj.寒冷的；冷淡的，不热情的；失去知觉的 n.寒冷；感冒 adv.完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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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conditions 1 [kən'dɪʃnz] n. 条件；情况；付款条件 名词condition的复数形式.

38 controlled 1 [kən'trəuld] adj.受控制的；受约束的；克制的 v.控制；约束（control的过去式）；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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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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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covering 1 ['kʌvəriŋ] adj.掩盖的，掩护的 n.遮盖物，覆盖物 v.覆盖；穿（cover的ing形式）；代替

42 cretaceous 2 [kri'teiʃəs] adj.白垩纪的；似白垩的 n.白垩纪；白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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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crisis 1 ['kraisis] n.危机；危险期；决定性时刻 adj.危机的；用于处理危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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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day 1 [dei] n.一天；时期；白昼 adv.每天；经常在白天地 adj.日间的；逐日的 n.(Day)人名；(英、法、西)戴；(越)岱；(阿拉伯、
土)达伊

46 de 2 [di:] abbr.判定元件（DecisionElement） n.(De)人名；(朝)大

47 decrease 1 [di'kri:s, 'di:-, 'di:kri:s, di'k-] n.减少，减小；减少量 vi.减少，减小 vt.减少，减小

48 died 1 [daɪ] v. 死；枯竭；消失；渴望 n. 骰子；印模；金属模子

49 dinosaur 3 ['dainəsɔ:] n.恐龙；过时、落伍的人或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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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director 1 [di'rektə] n.主任，主管；导演；人事助理 n.(Director)人名；(英)迪雷克托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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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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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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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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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evidence 1 ['evidəns] n.证据，证明；迹象；明显 vt.证明

57 evidenced 1 ['evɪdəns] n. 证据；证词；根据；迹象 v. 证明；证实

58 extinction 3 n.灭绝；消失；消灭；废止

59 family 1 n.家庭；亲属；家族；子女；[生]科；语族；[化]族 adj.家庭的；家族的；适合于全家的

60 far 1 [fɑ:] adv.很；遥远地；久远地；到很远的距离；到很深的程度 adj.远的；久远的 n.远方 n.(Far)人名；(德、西、塞)法尔

61 feathers 1 ['feðəz] n. 羽毛；羽衣；装束 名词feather的复数形式.

62 feeds 1 [fiː d] vt. 喂养；饲养；靠 ... 为生；向 ... 提供 vi. 吃饲料；进餐 n. 一餐；饲料；饲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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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food 1 [fu:d] n.食物；养料

65 for 2 [强 fɔ:, 弱fə] prep.为，为了；因为；给；对于；至于；适合于 conj.因为

66 fossils 5 ['fɒslz] 化石

67 found 6 [faund] vt.创立，建立；创办 v.找到（find的过去分词）

68 fur 1 [fə] n.皮，皮子；毛皮；软毛 n.水垢 vt.用毛皮覆盖；使穿毛皮服装 n.(Fur)人名；(法)菲尔；(瑞典)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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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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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hair 1 [hεə] n.头发；毛发；些微 vt.除去…的毛发 vi.生长毛发；形成毛状纤维 adj.毛发的；护理毛发的；用毛发制成的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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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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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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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however 1 adv.无论如何；不管怎样（接副词或形容词）；然而；可是 conj.无论以何种方式;不管怎样

76 impact 1 n.影响；效果；碰撞；冲击力 vt.挤入，压紧；撞击；对…产生影响 vi.影响；撞击；冲突；压紧（on，upon，with）

77 i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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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inach 1 Instituto Antártico Chileno (Spanish-Chilean Antarctic Institute) (西班牙语)智利南极协会

79 include 1 [in'klu:d] vt.包含，包括

80 information 1 n.信息，资料；知识；情报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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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is 4 [iz, z, s] v.是（be的三单形式） n.存在

83 it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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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its 2 [its] pron.它的 n.(Its)人名；(俄)伊茨

85 jared 1 ['dʒeirid] n.杰瑞德（男子名）

86 journal 1 ['dʒə:nəl] n.日报，杂志；日记；分类账

87 knew 1 [nju:, nu:] v.知道；认识；记得（know的过去式） n.(Knew)人名；(英)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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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larg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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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 Las 2 [læs] abbr.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ofArabStates）；大气科学实验室（LaboratoryofAtmosphericSciences）；光敏开关
（LightActivatedSwitch）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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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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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led 1 [led] v.领导；通向；指引（lead的过去分词）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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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likely 2 ['laikli] adj.很可能的；合适的；有希望的 adv.很可能；或许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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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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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Magallanes 1 n.(Magallanes)人名；(西)马加利亚内斯

98 mammal 1 ['mæməl] n.[脊椎]哺乳动物

99 mammals 1 ['mæml] n. 哺乳动物 名词mammal的复数形式.

100 marcelo 1 n. 马塞洛

101 mass 1 n.块，团；群众，民众；大量，众多；质量 adj.群众的，民众的；大规模的，集中的 vi.聚集起来，聚集 vt.使集合

102 may 1 [mei] aux.可以，能够；可能，也许；祝，愿；会，能

103 meat 1 [mi:t] n.肉，肉类（食用）

104 megaraptor 2 n. 大盗龙

105 meteorite 3 ['mi:tiərait] n.陨星；流星

106 meters 1 英 ['miː tə(r)] 美 ['miː tər] n. 公尺；米 n. 计量器；计时器 vt. (用仪表)测量

107 Mexico 1 ['meksikəu] n.墨西哥

108 milk 1 [milk] n.牛奶；乳状物 vt.榨取；挤…的奶 vi.挤奶 n.(Milk)人名；(英)米尔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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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missing 1 ['misiŋ] adj.失踪的；缺少的 v.错过（miss的ing形式）；想念；漏掉 n.(Missing)人名；(德)米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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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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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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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needed 1 ['niː dɪd] adj. 需要的 动词need的过去式和过去分词形式.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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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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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novak 2 n.诺瓦克（人名）

118 of 15 [ɔv, əv, v, f] prep.关于；属于；…的；由…组成的

119 On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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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or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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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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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 outside 1 [,aut'said, 'aut'said] adj.外面的，外部的；外来的 n.外部；外观 adv.在外面，向外面；在室外 prep.在…范围之外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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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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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Patagonia 3 [,pætə'gəunjə] n.巴塔哥尼亚（南美的一个地区）

126 peninsula 1 [pi'ninsjulə] n.半岛

127 perio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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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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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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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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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ointed 1 ['pɔintid] adj.尖的；突出的；锐利的；率直的 v.指出；瞄准（point的过去式）

131 present 2 ['prezənt, pri'zent] vt.提出；介绍；呈现；赠送 vi.举枪瞄准 adj.现在的；出席的 n.现在；礼物；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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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provide 1 [prəu'vaid] vt.提供；规定；准备；装备 vi.规定；抚养；作准备

134 qualities 1 [统计] 质

135 recorded 1 [ri'kɔ:did] adj.记录的 v.记录；录音（record的过去分词）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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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remains 4 [ri'meinz] n.残余；遗骸

138 reporting 1 英 [rɪ'pɔː tɪŋ] 美 [rɪ'pɔː rtɪŋ] n. 报告 adj. 报告的 动词report的现在分词形式.

139 researcher 1 [ri:'sə:tʃə] n.研究员

140 results 1 [rɪ'zʌlts] n. 结果

141 reuters 2 ['rɔitəz] n.路透社（英国）

142 Rio 2 ['ri:əu] n.里约（巴西共和国的旧首都）

143 rock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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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4 said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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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 sciences 1 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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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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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8 severe 1 [si'viə] adj.严峻的；严厉的；剧烈的；苛刻的

149 similar 2 ['similə] adj.相似的 n.类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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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 sizes 1 ['saɪzɪz] n.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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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 som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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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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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5 south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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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southernmost 1 ['sʌðənməust] adj.最南的

157 species 2 ['spi:ʃi:z, -si:z] n.[生物]物种；种类 adj.物种上的

158 state 1 [steit] n.国家；州；情形 vt.规定；声明；陈述 adj.国家的；州的；正式的 n.(State)人名；(罗、瑞典)斯塔特；(英)斯泰特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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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 studies 1 ['stʌdɪz] 名词study的复数形式 动词study的第三人称单数

161 temperatures 1 ['temprətʃəz] 温度

162 that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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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 the 21 [ði/ ðə] art.这；那 adv.更加（用于比较级，最高级前）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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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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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there 2 [ðεə, 弱ðə, ðr] adv.在那里；在那边；在那点上 int.你瞧 n.那个地方

167 thi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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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thousands 1 ['θaʊzndz] n. 数千

169 to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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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told 1 [təuld] v.告诉（tell的过去式）；讲述

171 type 1 [taip] n.类型，品种；模范；样式 vt.打字；测定（血等）类型 vi.打字 n.(Type)人名；(英)泰普

172 unenlagia 1 n. 半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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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4 unusual 1 [,ʌn'ju:ʒuəl] adj.不寻常的；与众不同的；不平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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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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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 usually 1 ['ju:ʒuəli] adv.通常，经常

177 valley 2 ['væli] n.山谷；流域；溪谷 n.(Valley)人名；(英)瓦利；(法)瓦莱

178 velociraptor 1 n.迅猛龙

179 very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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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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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 warm 1 [wɔ:m] adj.温暖的；热情的 vi.同情；激动；变温暖 vt.使…兴奋；使…温暖；使…感兴趣 n.取暖；加热 n.(Warm)人名；
(英)沃姆；(德)瓦姆

182 was 3 be的第一和第三人称单数过去式

183 waves 1 [weivz] n.[物][军]波（wave的复数形式） v.波动；起伏（wave的第三人称单数形式）；挥动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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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were 5 [wə:, wə] v.是，在（are的过去式） n.(Were)人名；(英、肯)沃尔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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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n.那时；什么时侯 n.时间，时候；日期；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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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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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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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 world 1 n.世界；领域；世俗；全人类；物质生活

191 would 2 [wud, 弱wəd, əd, d] aux.将，将要；愿意 v.will的过去式

192 years 3 ['jɜːz] n. 很久；年，年度 名词year的复数形式.

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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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 young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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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 yucatan 1 [ju:kə'ta:n] n.尤卡坦半岛；尤卡坦州（位于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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