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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60001 雷电收集发电站 王俊博 年天津市实验小学 王万江 1

AL160002 畅想未来 李泰然 年天津市万科实验模范小学 王文江 3

AL160003 地下工厂 闻晟琦 年天津市津南区葛沽第二小学 古善慧 3

AL160004 机械宠物时代 张连 年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三小学 王莹 2

AL160005 汉堡手机 刘平 年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三小学 王莹 1

AL160006 智能试衣售卖机 方文昕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高艳 3

AL160007 智能宇宙通讯员 许书源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高艳 3

AL160008 新型环保车 刘玥彤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AL160009 降雨神器 王美懿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姜淑华 2

AL160010 太阳能飞船净化器 李雨默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姜淑华 2

AL160011 再也不怕堵车了 高文博 年天津市蓟县下营镇镇东中心小学 刘文杰 2

AL160012 多功能美梦枕 刘柠玮 年天津市大港区第五中学 金珠 3

AL160013 污水净化器 吴嘉伟 年天津市大港区实验小学 孟方 2

AL160014 食品检测仪 赵予欣 年天津市北辰区南仓小学 赵甜 2

AL160015 萤火虫小天使 何亚宸 年天津市大港区实验小学 窦如坤 1

AL160016 尾气转换机 刘颢博 年天津市大港区实验小学 孟方 1

AL160017 绿色飞天梦 唐悦森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卢莹 3

AL160018 未来的家园 刘静蕾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丰盈校区 陈文龙 2

AL160019 太空新城 赵梓含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2

AL160020 未来梦想号 王妺妍 年天津市二十五中学 高川 3

AL160021 我的外星伙伴 王媛 年蓟县出头岭镇醒目小学 张海腾 3

AL160022 智能鞋架 樊祥婷 年天津市北辰区南仓小学 赵甜 2

AL160023 害虫处理机 董瑞祥 年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3

AL160024 海底楼宇 曹馨方 年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3

AL160025 未来的地球 赵一宁 年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3

AL160026 雾霾转化器 于笑杰 年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2

AL160027 太阳能环保社区 杨冉 年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3

AL160028 探寻西瓜星球 张月爽 年蓟县出头岭镇醒目小学 张海腾 3

AL160029 跑步能源机 赵龙楠 年天津市华辰学校 魏维维 3

AL160030 拯救家园 张睿楠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2

AL160031 除雾霾检测仪 杨瑞熙 年天津市塘沽二中心小学 吕冬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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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160032 未来的世界——人、 滕梓妤 年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晓萌 2

AL160033 City Of The Future 侯博怀 年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王曌 3

AL160034 科技创造未来 鄢然 年河北区中心小学 宋迎春 3

AL160035 会变色的雾霾花 宋可欣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二号院小学 王萍 3

AL160036 天空之城 王学浩 年河北区中心小学 宋迎春 3

AL160037 环保机器 刘馨予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AL160038 大海的梦想 张馨月 年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 索铭阳 1

AL160039 海中的新家园 张涵 年天津市宝坻区刘辛庄小学 张宇清 2

AL160041 科技城 张文博 年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 索铭阳 2

BH160001 海底研究所 陈晰 年天津市塘沽区桂林路小学 沙海云 3

BH160002 早产儿代育器 杜静 年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曹英丽 2

BH160003 核污染清理器 张喆 年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曹英丽 3

BH160004 环保家园 孙世玉 年天津滨海新区塘沽第六中学 刘玉君 3

DN160001 废物再循环系统 岳雨楠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1

DN160003 未来的家 徐芷涵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1

DN160004 未来的城市 孙佳婧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DN160005 天空城 赵梦雪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DN160006 精石工厂 陈艺文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2

DN160007 地下的大厦 马其源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DN160008 未来的房子 余林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2

DN160009 飞车争霸赛 张季泽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DN160010 未来的城市 张纾含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3

DN160011 未来能源房 刘鸿儒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3

DN160012 未来梦 陈佳宸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3

DN160013 未来的太空保卫队 臧相泽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3

DN160014 外太空的生活 魏子雯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DN160015 神奇改造机 倪娅轩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1

DN160016 太空移民 方芷鑫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GB160001 未来的交通隧道 黄骏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2

GB160002 海底大楼 刘鉴航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1

GB160003 海陆联合大陆 朱翃萱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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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60004 克隆时代的来临 王玉鑫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3

GB160005 悬浮之城 丁嘉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2

LB160001 阳光号“潜水蛟龙” 吴怡璐 年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实验小学 张茂祥 3

LB160002 和平快乐的世界 杨释壹 年天津市实验小学 王万江 3

LB160003 未来的污水处理厂 李影 年天津市华辰学校 庞蕾 2

LB160004 地球吸尘器 王永津 年天津市静海县大郝庄中学 刘巨兴 3

LB160005 清洁小能手 周宸羽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四小学 刘丽娟 3

LB160006 空气净化机 蔡龙祎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四小学 薛春燕 1

LB160007 空气清新机 李欣怡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四小学 薛春燕 2

LB160008 海底研究所 白一彤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四小学 薛春燕 2

LB160009 爱心果汁 高小琪 年天津海天小学 徐永铮 3

LB160010 多功能环保转换器 殷睿灿 年天津市模范小学 郑劼 1

LB160011 节能灯泡 雷佳乐 年天津市津南区何庄子小学 张坤 2

LB160012 地球清洁器 李丫芽 年天津市和平区万全小学 孙萍 2

LB160013 空中消防机 朱俐静 年天津市北辰区瑞景小学 马洪睿 3

LB160014 雨水转化器 苑雯瑾 年天津铁厂第二小学 杨茉 3

LB160015 外星之家 王子行 年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孙爱玲 3

LB160016 科幻未来世界 王钰乔 年天津市南开区东方小学 王媛 3

LB160017 海底生活 郑诗雯 年满意庄小学 郝楠 3

LB160018 机器狗清洁工 朱佳 年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 周庆勇 1

LB160019 中国梦·畅想未来 肖雨婷 年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张宏 2

LB160020 通往外太空的奇妙之 李柏睿 年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温雪 3

LB160022 沙漠饮水机 刘雅琳 年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二小学 卢秀娟 3

LB160023 空气转化机 程艺雯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2

LB160024 新能源大厦 付雨婷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3

LB160025 汽车踩高跷 闻若彤 年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刘莹 3

LB160026 生命树 薛崇文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3

LB160027 未来之城 尚歌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2

LB160028 创意观光艇 李茜然 年天津铁厂第二小学 杨茉 3

LB160029 神奇的聚水仙人掌 刘敬文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3

LB160030 雾霾治理器 朱亚萱 年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 周庆勇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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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031 未来的穿梭通道 石新怡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2

LB160032 太空清道夫 陈星澳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3

LB160033 果汁直饮机 刘昕瑜 年天津铁厂第二小学 杨茉 3

LB160034 雷电接收器 万纹豪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2

LB160035 保护环境的机器人 张雪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3

LB160036 南运河污水净化器 崔梓旺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3

LB160037 海底家园 刘帅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2

LB160038 高空灭火器 赵梓钧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2

LB160039 宇宙能量站 张世豪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2

LB160040 星际航空站 刘睿颖 年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2

LB160041 太空餐厅 陈亮 年天津市津南区何庄子小学 张坤 2

LB160042 机器人“多壁” 张振博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3

LB160043  窃取钱财不能改 回 王浩臣 年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吴晶 3

LB160044 太阳能育种播种机 何雨琦 年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第二小学 卢秀娟 3

LB160045 海陆空太阳能环保汽  张斯琦 年天津市蓟县出头岭镇龙泉中心小学 张敏 3

LB160046 智能采摘机 王浩涵 年天津市津南区辛庄小学 赵自欣 3

LB160047 智能果园机器人 柴佳慧 年天津市津南区小站第六小学 刘富有 3

LB160048 太空创想号 李晟瑄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49 自动扫雪机 孙邦贺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徐莺 3

LB160050 绿色家园 王奇慧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51 木卫9上的明日之城 杨睿欣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52 空间中遨游 何杭津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53 未来的交通工具 菅浩宇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54 多功能清洁高手 蒋励阳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55 废气转电机 李想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1

LB160056 自动吸尘器 张碌昕 年天津市津南区辛庄小学 王彦 3

LB160057 太空-人类的新居 刘子萱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58 宇宙城市 王若璇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59 雨水转生活用水机器 王施慧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1

LB160060 宇宙科技馆 李晓晴 年天津市津南区辛庄小学 高晓姗 3

LB160061 楼房上面雨水转化器 王艺菁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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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062 未来音乐桥 杨佳萱 年天津市华辰学校 曹丽丽 3

LB160063 霾分子转换处理器 于霏儿 年天津市华辰学校 曹丽丽 1

LB160064 机器灭火鸟 赵婧宜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LB160065 垃圾处理器 朱润文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李静 2

LB160066 万能水龙头 贾心怡 年天津市蓟县下营镇镇东中心小学 刘文杰 2

LB160067 赶走雾霾 张瀚文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郭淑芳 3

LB160068 海水淡化空气净化一 宋会萱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1

LB160069 苹果树屋 胡家籴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3

LB160070 太空能源储备机 姚小童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徐莺 1

LB160071 空气净化机 陈墨聿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魏薇 1

LB160072 海上乐园 程果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2

LB160073 太空垃圾回收站 冯伯蕊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1

LB160074 废气制理机 张思琪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2

LB160075 高空灭火器 宋源蕊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3

LB160076 地下灭火机 田思雨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冯庆华 2

LB160077 宇宙传输机 李智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3

LB160078 环境净化转换机 李雪晴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1

LB160079 地球、太空吸尘器 董洁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穆继美 2

LB160080 未来能源转换器 毛昕铭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2

LB160081 机器人交警 孙露宁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3

LB160082 雾霾转换器 马博杉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穆继美 2

LB160083 海底研究所 孙博 年天津市蓟县第三小学 马冬青 2

LB160084 太空遨游 王泓博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LB160085 新能源转换器 李雅东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1

LB160086 奇幻世界 王琳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1

LB160087 《智能环保车》 陈冠达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3

LB160088 未来海底世界 王冉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3

LB160089 遥控的蜜蜂 李奥琳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3

LB160090 绿色能源 王庆卓 年天津市津南区少年宫彤星培训中心 金仓 3

LB160091 我们的未来世界 乔秀妍 年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王霞 3

LB160092 未来世界 运楚晗 年天津市芦台镇第四小学 李田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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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093 空中城市 刘晟霖 年宁河县芦台镇第四小学 梁秋菊 2

LB160094 高科技果园 孙雨桐 年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牛慧琳 1

LB160095 未来 岳岚涵一 年宁河县芦台镇第四小学 李田玲 2

LB160096 未来机械师 韩耀萱 年天津市大港区第六中学 何勇 3

LB160097 我们一起去月球 张欣然 年宁河县芦台镇第四小学 李田玲 2

LB160098 一体节水卫生间 陈文静 年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3

LB160099 空中车道 王正萱 年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3

LB160100 和外星人做朋友 余昔宸 年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王欣 3

LB160101 给汽车找个家 朱天怡 年天津市南开区华宁道小学 陈玮 2

LB160102 家务机器人 段恋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郭淑芳 3

LB160104 未来旅游 肖伟娜 年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3

LB160105 云雨转换器 姜顺卿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韦玉兰 2

LB160106 城市中... 金则希 年天津市大港区同盛小学 郭淑芳 2

LB160107 太空家园 朱杰 年天津市静海县中旺镇西湾河小学 马文峰 3

LB160108 雾霾转化机 郭洋洋 年天津市津南区少年宫彤星培训中心 张洪云 3

LB160109 未来的城市 杜晨晨 年天津市南开区华宁道小学 陈玮 2

LB160110 会飞的消防车 张美轩 年蓟县东二营东辛庄中心小学 范莉莉 2

LB160111 未来的房车 尹含章 年天津市南开区华宁道小学 张晓萌 3

LB160112 消防车载空气、物质 顾桐羽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曾骁 1

LB160113 地球吸尘器 郑博濛 年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运正娜 3

LB160114 鱼型净化器 罗林钊 年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运正娜 2

LB160115 果蔬树 苏娜卿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杨国翠 2

LB160116 未来的我 王欣怡 年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运正娜 2

LB160117 有趣的多功能房车 张雅菲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3

LB160118 《机器人，好帮手》 程佳楠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邢然 3

LB160119 月球之旅 崔语轩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小学 张永春 2

LB160120 雾霾加工厂 刘兆赟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LB160121 尾气制雨器 廉欣蕊 年天津市蓟县渔阳中学 王永 3

LB160122 宇宙那么大，我想去 刘松函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卢莹 2

LB160123 畅想时空 张艺译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LB160124 未来客机 王艺陶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奎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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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125 未来的世界 季渝杭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小学 张永春 3

LB160126 雾霾转化器 陈鯤鹏 年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三小学 张立辉 2

LB160127 环保屋 董欣 年天津市蓟县别山小学 赵伟 3

LB160128 水底清洁工 童梓益 年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三小学 张立辉 2

LB160129 积木城市 时金含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万金 1

LB160130 全能X3D家务机器人 万晓桐 年宁河县芦台第三小学 张立辉 3

LB160131 太空世界 田宸嘉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郑伟娟 2

LB160132 未来的垃圾桶 顾家溢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李原旭 1

LB160133 地球娃娃 吴承欢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六小学 刘旭 2

LB160134 海上垃圾清洁器 刘笑笑 年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三小学 张立辉 3

LB160135 未来的家园 杨子墨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小学 张永春 2

LB160136 城市之间 纪嘉宝 年宁河区潘庄镇大龙湾小学 史立君 2

LB160137 中国梦想家园 王彦婷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2

LB160138 雾霾清除机 刘欣蕊 年宁河区潘庄镇大龙湾小学 史立君 2

LB160139 无线海底清洁机器人 柴婧淳 年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赵昆 1

LB160140 《美食餐桌》 霍佳仪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 邢然 3

LB160141 神奇的锅 邵瑞强 年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刘丽平 3

LB160142 葵花加油站 张惜梦 年宁河区潘庄镇大龙湾小学 史立君 1

LB160143 未来城市清洁车 曹洛萌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曾骁 1

LB160144 新时代空气转化器 朴馨婷 年津南区实验小学 张玉有 1

LB160145 给地球母亲治病 张颜如玉 年天津市蓟县第六小学 傅金金 3

LB160146 地球环保卫士 郑浩恩 年天津市蓟县官庄镇中心小学 宋彦武 1

LB160147 智能环保机 陈明炀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3

LB160148 空中吸雪机 赵薇 年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张玉岭 3

LB160149 太阳能空气转换机 田宸语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郑伟娟 3

LB160150 全民齐力治雾霾 王楠 年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3

LB160151 我是太空修补员 芮思雨 年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张玉岭 3

LB160152 未来之城 代方维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郑伟娟 3

LB160153 超能章鱼 李晶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杨 2

LB160154 神奇污水转换器 宋雨桐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秦然 2

LB160155 未来污气转换器 韩啸彤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三中心小学 柴玉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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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156 空中旅行 张姝颜 年天津市南开区东方小学 王媛 3

LB160157 空中之城 贾菊莎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2

LB160158 破败的地球 张兆娣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史立君 3

LB160159 天空遐想 于佳怡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史立君 2

LB160160 海上未来城 贾清竹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史立君 3

LB160161 地球净化器 张皓天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卢莹 3

LB160162 月球之家 方国宇 年宁河区宁河镇江洼口小学 齐琳 3

LB160163 未来机器蛙灭蚊器 吴默涵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卢莹 3

LB160164 多功能灭火器 孙唯第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2

LB160165 多功能交通指挥台 何梓瑞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3

LB160166 能穿越地球轨道的飞 袁泉 年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刘涵 2

LB160167 环保机器人 张紫蔷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LB160168 无敌净化器 薄春蕊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桃园小学 张辉 1

LB160169 多功能汽车 马宇航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 李玲 2

LB160170 大丰收 陶艺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桃园小学 张辉 3

LB160171 宇宙之城 薛盛泽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曾骁 3

LB160172 建筑机器人 郭欣然 年天津市东丽区东羽小学 柴恭芬 2

LB160173 多功能机器人 肖明欣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 李玲 2

LB160174 海底世界 毛熙源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王洪梅 1

LB160175 超声波除害虫器 赵纯一 年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路学正 2

LB160176 果园小能手 马雪然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王洪梅 3

LB160177 多功能烟尘处理器 马丽雯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 李玲 2

LB160178 声控高楼清洁器 魏一凡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王洪梅 1

LB160179 机器人交警 侯舒越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小学 张永春 2

LB160180 宇宙度假游 张然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刘春兰 1

LB160181 地壳温度计 阎泇旭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LB160182 树叶制家具机 纪珍爱 年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路学正 1

LB160183 蔬菜牛奶加工机 李妍 年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张希菊 2

LB160184 雾霾清除机 陈海林 年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路学正 2

LB160185 《吸雾霾放氧气净化 余浩茹 年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张希菊 2

LB160186 未来世界 杜昕宇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赵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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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187 我帮地球减减压 蔡荭璟 年天津市蓟县西龙虎峪镇中学 肖诗萌 2

LB160188 我们环保的家 董雯珺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坤 2

LB160189 未来世界 连方雅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LB160190 太空植物培养基地 李红毅 年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3

LB160191 高速公路堵车快速疏 吕梁晨 年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路学正 3

LB160192   地球妈妈生病了 夏晨瑞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坤 2

LB160193 空气清新机 孙梓越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原南洋 孙革文 3

LB160194 地沟油提取器 冯兴义 年天津市河北区兴华小学 安睿 3

LB160195 我梦想的家 吕思琪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陈莉华 3

LB160196 污气处理机 魏君佳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原南洋 孙革文 3

LB160197 垃圾转换器 田洪畅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原南洋 孙革文 2

LB160198 海底游乐场 徐睿阳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白滨 3

LB160199 星际家园 王亚鹏 年宁河区宁河镇江洼口小学 齐琳 3

LB160200 天空游乐场 静硕 年宁河区宁河镇江洼口小学 齐琳 3

LB160201 仙人掌取水器 尤馨艺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1

LB160202 环保能手 李京澍 年天津市河北区天泰小学 张竞丹 1

LB160203 太空城市建设器 杜弈瑶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2

LB160204 宇宙的交通管道 李雨羲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白滨 3

LB160205 空中城市培养机 刘宸榕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2

LB160206 沙漠新居 孙翌迪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1

LB160207 智能管家娃娃 王笑薇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四小学 吴国颜 3

LB160208 未来宇宙播种器 张兆雪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1

LB160209 飞船净化器 王予希 年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1

LB160210 “海之王国”游乐园 赵骆羽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2

LB160211 火星能源转化基地 陈沐阳 年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郭千 1

LB160212 多功能提取器 张城玮 年天津市北辰区北仓小学 杨立丽 3

LB160213 骆驼乐园 范周天 年天津市武清杨村第十二小学 周敏 3

LB160214 我的太空梦 赵祎 年大白街道第二小学 李绍纯 3

LB160215 多功能清洗外墙机 祁林玥 年天津市东丽区东羽小学 孟晓玉 3

LB160216 声控空调 赵乐然 年天津市北辰区北仓小学 杨立丽 3

LB160217 环保吸尘器 刘津津 年天津市河北区新程小学 景彩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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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218 能量树 强子轩 年天津市河北区扶轮小学 谷云山 2

LB160219 深海调研队 刘梦晴 年天津市东丽区徐庄小学 杨璐 1

LB160220 智能伸缩汽车 杨俊宇 年天津市宝坻区进京路小学 安连辉 2

LB160221 情绪改造机 周季贤 年天津市东丽区流芳小学 宗强 3

LB160222 神奇太空 王梓漪 学宁河县青少年宫 王艳萍 3

LB160223 自动水果机 魏赛男 年天津市东丽区流芳小学 周文艳 3

LB160224 空气净化房 王馨悦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二小学 周敏 2

LB160225 多功能房车 韩艺琳 年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李林荣 3

LB160226 智能水龙头 李响 年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刘志勇 3

LB160227 智能叠衣柜 张镇楠 年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 张立 3

LB160228 节水型自动洗澡机 赵凌若 年天津市北辰区普育学校 张立 2

LB160231 城市吸毒机 张育宁 年津南区少年宫童星培训中心 时永艳 1

LB160232 我驾神鱼去太空 王海鑫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奎娟 3

LB160233 《海上补给能源飞船 刘赫男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2

LB160235 我与外星人之约 张润竹 学宁河县青少年宫 张海燕 3

LB160236 家庭好帮手 杨曜竹 年津南区少年宫童星培训中心 刘艺 3

LB160237 《新新能源造就美丽 刘允峥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3

LB160239 废气清洁机 冯鹏又 学宁河县青少年宫 张海燕 3

LB160240 油树汁动力能源 冯伟航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1

LB160241 《学生专用飞机》 孙瑞盈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3

LB160242 未来的太空 顾昊楠 年天津市宝坻区龚庄中心小学 方峥 3

LB160243 硕硕1号 李子硕 年天津市蓟县上仓镇中心小学 杨晨亮 3

LB160244 海底新居 崔嘉萱 年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在牛家牌小学 吴素芝 3

LB160246 绚梦世界 裴杉杉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茶淀小学 蔺学红 2

LB160247 梦想之旅 张碧莹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丹丹 1

LB160249 我的星际演唱会 李书墨 年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晓萌 2

LB160250 校园清洁机 闫博洋 年天津市北辰区引河里小学 贾淑群 2

LB160251 未来，我们这样上学 李雨熹 年天津市北辰区引河里小学 贾淑群 3

LB160252 波浪能转化机 薄旭凯 年河北区连云路小学 李伟 3

LB160253  发电机 刘欣岳 年天津市东丽区实验小学 邹广霞 2

LB160254 垃圾转能车 赵悦彤 年天津市河北区连云路小学 李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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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255 《未来儿童擦玻璃机 赵鑫源 年天津市北辰区朱唐庄小学 轧乃英 3

LB160256 万能的彩蛋 任耘慧 年育婴里小学 于巧佩 3

LB160257 太空摘果子 张继琛 年天津市北辰区朱唐庄小学 赵艳清 3

LB160258 《核能时代》 杨国格 年天津市汇森中学 吴丽琴 3

LB160259 晴空 董俊豪 年天津市红桥区工人新村小学  李岩 3

LB160260 吸走讨厌雾霾  带来 陈彦希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于巧佩 3

LB160261 沙漠新能源 张博雅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伍晓芸 3

LB160262 《雾霾转换器》 赵雨妍 年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张金娜 1

LB160263 高轮胎汽车 方萱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2

LB160264 太空之旅 王思予 年天津市红桥区工人新村小学  李岩 3

LB160265 形象感应眼镜 雷凯旋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四小学 吴国颜 3

LB160266 超级消防车 秘津秋 年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孙书芳 3

LB160267 空中城堡 吴宸杰 年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牛家牌小学 吴素芝 3

LB160268 空中消防中心 李兆威 年天津市东丽区北程林小学 吕健美 1

LB160269 未来世界 张懿鸣 年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牛家牌小学 吴素芝 3

LB160270 新能源车 靳塽 年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袁罗庄中心小学 常贺静 3

LB160271 新型萌果种子 丁欣璐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四小学 吴国颜 2

LB160272 雾霾转换器 王焱 年天津市木斋中学（原二十四中学） 刘伟 2

LB160273 加热食品毯 王翊瀛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2

LB160274 智能星系 王萌萌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四小学 吴国颜 2

LB160275 睡梦知识转换系统 赵月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3

LB160276 健步器 万子恒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2

LB160277 海底研究所 刘一鸣 年天津市宝坻区方家庄镇中西学校 纪爱斌 2

LB160278 人体器官再生系统 谢雨 年天津市东丽区北程林小学 吕健美 3

LB160279 未来厨房 高铭 年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 吴宪娜 3

LB160280 太空基地 梁慈 年天津市东丽区北程林小学 吕健美 2

LB160281 街边新路灯 刘禹成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3

LB160282 环保卫士 冯灿 年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孙书芳 2

LB160283 空气洗涤车 林芳泽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于巧佩 3

LB160284 人体血管疏通机 王子文 年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国秀 3

LB160285 友善的一家 张济帆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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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286 智能垃圾处理系统 薛家彤 年津南区少年宫童星培训中心 盛怀玲 3

LB160287 昆虫仿生机 段星臣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1

LB160288 未来的蘑菇房子 邢乐然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周楠 3

LB160289 机器人种植 弥宝坤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张冬 3

LB160290 机器飞盘救火 张倩倩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1

LB160291 会移动的房子 杨冰洁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3

LB160292 梦幻太空 杨若航 年大白街道第二小学 李绍纯 3

LB160293 神奇改造机 钱格日乐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四小学 李鑫 3

LB160294 应急泡泡灭火器 陈笑欧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2

LB160295 太空移民 王浩宇 年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镇初级中学 赵建敏 3

LB160296 神奇衣橱 张澜媞 年天津市东丽实验小学 李萍 2

LB160297 移动的蜂巢 张国欣 年宁河区岳龙镇岳龙小学 王艳 3

LB160298 太空清洁员与地球人 李悦涵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北塘学校 杜辰雪 3

LB160299 空气治理机器人 熊文菡 年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于瑶 2

LB160300 雾霾吸尘器 张雨欣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2

LB160301 我的家乡 刘艺锦 年宁河区岳龙镇岳龙小学 徐春菊 3

LB160303 漫步银河 郭橦鑫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2

LB160304 坏意识转化器 闫璐 年津南区少年宫童星培训中心 盛怀玲 3

LB160305 沙漠中的水 白昕昀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3

LB160306 太空度假村 刘馨聪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2

LB160307 美丽家园 李丰青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张冬 3

LB160308 和平的宇宙 张巧珍 年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张冬 3

LB160309 净水机器鱼 韩美思 年塘沽徐州道小学 吴培 1

LB160310 快乐树 刘望舒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裴璇 1

LB160311 农田好帮手 于博文 年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王艳萍 3

LB160312 飞碟 董乐晗 年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郭静 3

LB160313 未来的家 陈尚文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2

LB160314 新型海底梦幻家园 李云霞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裴璇 3

LB160315 万能输入 陈宇轩 年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北潭中心小学 白严严 1

LB160316 消防英雄 田泠漪 年塘沽徐州道小学 吴培 1

LB160318 植物万能机 张海欣 年宁河区岳龙镇岳龙小学 张海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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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B160319 火星基地 路畅 年宁河县芦台镇桥北新区第一小学 马东起 3

LB160320 《科幻医疗树》 鞠雅晴 年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刘娜 3

LB160321 科学多功能移动教室 杨子函 年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王燕楠 3

LB160322 地球吸尘器 兰雨泽 年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第一中心小学 李刚 2

LB160323 宇宙家园 齐奕涵 年天津市宝坻区新安镇第一中心小学 孙淑红 2

LB160324 我的神奇书包 chenruixi年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尚莉 1

LB160325 创想未来新生活 贾星宇 年天津市塘沽第五中学 王斌 3

LB160326 梦想之鱼 蒋昊芸 年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 刘颖 2

LB160327 沙漠之舟 李悦馨 年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 龙青云 3

LB160328 制氧车 史雨桐 年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 侯秀芳 2

OT160001 未来的家 刘辰一 年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洁 3

OT160002 奇妙的树 庞涵语 年天津模范小学 王虹娜 2

OT160003 管道列车 王绪文 年天津铁厂第一小学 程筱霞 2

OT160004 奇妙之旅 王曦 年天津铁厂第一小学 程筱霞 2

OT160005 节水净化循环系统 赵梦然 年天津市北辰区东堤头小学 周洺竹 2

OT160006 野菊与蜜蜂 张芙郡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3

OT160007 太空垃圾收集器 郑智诚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2

OT160008 通往各星球的宇宙飞 陈美冉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宁车沽小学 赵双双 2

OT160009 宇宙吸尘器 王馨悦 年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王万江 2

OT160010 《移动的庄园》 张耘畅 年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1

OT160011 妈妈的助手 曹馨月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3

OT160012 多功能环保车 陈桂钰 年塘沽新港一小 万宏娟 3

OT160013 灾害救援移动医院 柏宁 年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3

OT160014 中国号 祁东阳 年天津市蓟县城关第二中学 张立娜 3

OT160015 儿童汽车制造机 李佳成 年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3

OT160016 冲向天空 王新颖 年天津市二十五中学 高川 2

OT160017 新型奶茶生产线 李晴 年天津市北辰区东堤头小学 周洺竹 3

OT160018 智能房屋 杨丹 年天津市北辰区东堤头小学 虞宝芹 2

OT160019 废旧衣服变新机 张悦 年天津市北辰区东堤头小学 虞宝芹 3

OT160020 《机器人保姆》 尚之昀 年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OT160021 《会飞的交通警察》 宋梓郡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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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160022 《我爱我家》 王子韩 年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OT160023 《创意未来》 李美萱 年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OT160024 《神奇的鱼水艇》 郭鑫铭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3

OT160025 《机器人老师》 胡师莹 年天津市北辰区北仓小学 魏子程 2

OT160026 星空种植计划 丁林帅 年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小学部 刘爱琳 1

OT160027 环保号太空船 刘小琪 年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小学部 刘爱琳 1

OT160028 《环保清洁公交车》 陈依杨 年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OT160029 《太空游乐园》 苏禹宁 年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OT160030 《环保清洁公交车》 陈雨菡 年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OT160031 《梦想岛》 胡忻燃 年塘沽新港一小 王丽 2

OT160032 《我种的面包树》 王博雅 年塘沽新港一小 王丽 3

OT160033 《未来导游机》 张哲 年塘沽新港一小 王丽 3

OT160034 《未来医院》 吕静怡 年塘沽新港一小 万宏娟 3

OT160035 《空中救火机器人》 赵恩宇 年塘沽新港一小 万宏娟 3

OT160036 海底家园 杨雅琦 年天津市北辰区芦新河小学 陈金红 1

OT160037 空气排氧机 王烨 年天津市北辰区芦新河小学 陈金红 1

OT160038 科技农场 邹忠朴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2

OT160039 瞧！我设计的垃圾分 曹伊诺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2

OT160040 田园好帮手 兰宝杰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二小学 孙丹 3

OT160041 翅膀安装机 徐航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二小学 孙丹 3

OT160042 “天使之春”音乐钢 李婧莹 年天津市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张婧 3

OT160044 "爱国者号"能源转化 韩泽宁 年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镇广林木小学 卢立君 1

OT160045 空气清新机 林铂砚 年天津市河北区开江道小学 任涛 1

OT160046 净化我们美丽家园 蔡荭璟 年天津市蓟县西龙虎峪镇中学 肖诗萌 3

OT160047 奇妙之旅——住在树 周奕彤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二号院小学 成春光 2

OT160048 自动植物车 林天洋 年天津滨海新区新港第四小学 王晶晶 3

OT160049 花草能源房 于玥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彭怡 2

OT160050 机器人服务员 王一凡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王晶晶 3

QB160001 宇宙列车 刘芳瑜 年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2

QB160002 海水淡化 庄闰淇 年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2

QB160003 机器人医院 张卿茹 年天津海天小学 徐永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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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160004 未来之路 王逸轩 年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王文江 3

QB160005 海底课堂 张涵 年宁河区潘庄镇朱头淀小学 刘洪艳 1

QB160006 未来的家园 邵泽令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高艳 3

QB160007 新能源汽车 毛世振 年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3

QB160008 去月亮上度假 唐恩童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2

QB160009 未来的家 高一歌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小学 高强 3

QB160010 移动的家 青木馨 年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高昕 1

QB160011 《我们的未来家园》 陈知言 年天津市南开区东方小学 王媛 3

QB160012 科技未来 刘善梁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3

QB160013 第二故乡——海底世 韩佳茵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董亭亭 2

QB160014 蓝色彼岸 陈昱竹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董亭亭 3

QB160015 《海水处理厂》 穆童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坤 2

QB160016 科技和生活 刘雨轩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QB160017 《地球吸尘器》 李睿莹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郑朋 3

QB160018 彩虹桥 沈静然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王建伟 2

QB160020 宇宙世界 王子涵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3

QB160022 未来的科技天塔 赵嘉敏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3

QB160023 零排放新型汽车 张子涵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3

QB160024 心手相通的机器伙伴 周政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1

QB160025 人类未来的海底生活 孙艺嘉 年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晓萌 1

QB160026 节水型自动洗澡机 陈欣雨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二小学 孙丹 3

QB160027 未来的海底城市 吕正阳 年宝坻区陈家庵小学 张媛 2

QB160028 净化空气机 王疆然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一中心小学 王宝娜 3

QB160029 展望2060——空中城 王佳鑫 年天津市木斋中学（原二十四中学） 杨周洲 3

QB160030 《智能耕地机》 唐笑 年宝坻区陈家庵小学 宗瑞璇 1

QB160031 万能眼镜 王程晔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伍晓芸 3

QB160032 地球吸尘器 孟伟成 年天津市蓟县穿芳峪镇初级中学 王雅丽 2

QB160033 海底世界 周文宇 年天津市宝坻区大钟庄镇袁罗庄中心小学 常贺静 3

QB160034 未来的恐龙生态园 徐盛堃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QB160035 会飞的房子 许瑞航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胡洪梅 3

QB160036 雾霾转换器 崔妙然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胡洪梅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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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B160037 冰川航天站 杨程皓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QB160038 奇妙的水晶球--带你 李鑫一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林琳 3

QB160039 天空之城 张旭阳 年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 索铭阳 2

QB160040 万能垃圾车 袁泉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林琳 2

SC160001 未来世界 李沐璟 年天津市和平区逸阳小学 张虹 3

SC160002 雾霾净化机 薛景昀 年天津市和平区岳阳道小学 姚青 3

SC160003 垃圾转换电能机 陈好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2

SC160004 机器人果园 张非凡 年满意庄小学 边金金 3

SC160005 太空世界 何焱 年满意庄小学 李绯 3

SC160006 海底博览馆 季绍梁 年满意庄小学 刘新 3

SC160007 太阳能空气净化车 刘新鹏 年天大附小 李庆 3

SC160008 太空我来了 林芷萱 年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3

SC160009 空气清洁器 赵晗博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1

SC160010 星空漫步 王思涵 年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晓萌 3

SC160011 海底海洋研究所 桑子彧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李静 2

SC160012 星际联盟 焦佳惠 年天津市蓟县洇溜镇敦庄子中心小学 张华兴 3

SC160013 空中雾霾转换器 高润昊 年天津市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邵雅琳 2

SC160014 水氧转换屋 杜建豪 年天津市河东区福东小学 杨玉富 3

SC160015 共存 贾佳鑫 年天津市蓟县穿芳峪乡中学 陶淑红 3

SC160016 会飞的房子 杨婧 年天津市蓟县洇溜镇敦庄子中心小学 田海荣 2

SC160017 飞翔的家 赵文晞 年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洁 3

SC160018 地球吸尘器 史凌宇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候元凌 2

SC160019 未来海底世界 郑博轩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奎娟 3

SC160020 太空多功能机 霍月琛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2

SC160021 五彩救援器 马振庆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太平第二小学 窦书娥 2

SC160022 月球原始森林 范子墨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奎娟 3

SC160023 能源转换 史雅然 年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张玉岭 3

SC160024 太空种植基地 王盛熙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李林双 2

SC160025 神奇的环保采茶机 刘傲冉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李林双 1

SC160026 新梦幻时代 屠骏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董亭亭 3

SC160027 月球原始森林 范子墨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赵奎娟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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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60028 未来城市，自由飞翔 姚佳辰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邵志红 3

SC160029 废纸生产机器 李欣言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中心小学 郝静 2

SC160030 云层世界 牛梦戈 年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董亭亭 3

SC160031 月球新居 王瑄 年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邵天如 3

SC160032 太空度假村 周鑫冉 年天津市南开区义兴里小学 李元德 3

SC160033 自然和谐交错前行 赵欣宇 年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西施古中心小学 杜海朋 1

SC160034 一切为了和平 孙畅 年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石莉 3

SC160035 空气净化器 于洋 年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东方红中心小学 卢春平 3

SC160036 360度旋转伸缩玉米大 刘嘉睿 年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刘奕旻 2

SC160037 绿色再生机——智能 龚怡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候元凌 3

SC160038 月亮度假村 王奕珊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3

SC160039 未来清洁器 赵迪 年天津市第五十七中学 朱文璞 3

SC160040 建筑机械师 郗婷婷 年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邵天如 1

SC160041 未来绿色城市 张卜文 年新华南路小学 刘溢 3

SC160042 地球新生 白鑫 年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在牛家牌小学 吴素芝 3

SC160043 森林机器人 李思怡 年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邵天如 3

SC160044 《多功能机器人》 赵紫畅 年河北区新开小学 于文娟 3

SC160045 梦想太空 刘煜琦 年育婴里小学 于巧佩 3

SC160046 海水变淡水 陈佳欣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茶淀小学 蔺学红 3

SC160047 水下新城 蒋涵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3

SC160048 新型汽车 于世瀛焜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2

SC160049 未来能源 魏佳 年天津市河北区红星路小学 李晔 2

SC160050 太空驿站 李康文 年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朱新建 1

SC160051 摘水果的机器人 吕艾瑾 年天津市津南区葛沽实验小学 时永艳 2

SC160052 废气处理机 王敬贤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河西第一小学 吴秋月 2

SC160053 未来世界 贺荻萱 年天津市天士力中学 任涛 2

SC160054 未来环境处理器 赵悦彤 年天津市津南区葛沽实验小学 时永艳 1

SC160055 未来树屋 郭宸孜 年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刘学强 3

SC160056 遨游太空 李识涵 年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朱新建 1

SC160057 空天大战 邱福玺 年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刘学强 3

SC160058 机器手采摘梦想果 周奥洋 年蓟县礼明庄乡八沟中心小学 段兆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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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160059 科技幻想 赵一博 年天津市蓟县尤古庄镇张毕庄中心小学 于金仓 3

SC160060 未来之城 杜嘉昕 年天津市塘沽第五中学 王斌 2

SC160061 未来 高津烁 年天津市蓟县杨津庄镇半壁店中心小学 白翠芹 3

SC160062 天然氧吧屋 张思琪 年天津滨海新区新港第四小学 林琳 2

SF160001 花中的旅游车 杜艾潼 年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李燕 3

SF160002 我登上“月球” 季承睿 年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洁 3

SF160003 雾霾吸尘器 张士颖 年静海县唐官屯镇亚庄子中心小学 马海臣 1

SF160004 废气处理站 徐熙然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1

SF160005 未来校车 张博皓 年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2

SF160006 点梦机 徐佳雯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孙健 3

SF160007 月亮度假村 程小珂 年天津市红桥区洪湖里小学 王扬 3

SF160008 飞上太空 马雨果 年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洁 3

SF160009 多功能雾霾处理飞船 康嘉懿 年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3

SF160010 空气清新机 韩宇轩 年天津市南开区义兴里小学 李元德 3

SF160011 保卫钓鱼岛 刘玉恺 年天津市河东区福东小学 杨玉富 3

SF160012 爱护地球妈妈 金航仪 年蓟县洇溜镇八里庄完全小学 陈建辉 2

SF160013 近视眼的福音 闫萍 年天津市北辰区杨嘴小学 玄志丹 2

SF160014 多功能耕种机 刘若茜 年滨海新区汉沽第一小学 张永春 3

SF160015 废水净化器 于洁 年天津市北辰区杨嘴小学 玄志丹 1

SF160016 未来居所 宋彦霖 年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王丽丽 2

SF160017 废物转换车 马一然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卢莹 3

SF160018 石油传送机 马宇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老师 1

SF160019 未来的家庭 阎之聪 年天津市河东区第一中心小学 马钦 2

SF160020 清除雾霾净化器 孙锡琪 年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小学部 刘峥 1

SF160021 太空医院 王栩涵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张颖 3

SF160022 星际太空站 张欣越 年天津市红桥区中心小学 边瑶 3

SF160024 未来星球 张涵瑞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赵丹 3

SF160026 星车 董丹杨 年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黄艳 3

SF160027 水上飞碟 申赟琪 年天津市蓟县杨津庄镇初级中学 吴红建 1

SF160028 月亮家族 曲晨楠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SF160029 未来机器人在地球 赵浩辰 年天津市求真小学 白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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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F160030 机械鸟 严笑妍 年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1

SF160031 美丽的生物能源 赵若琳 年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晓萌 2

SF160032 脑波3D打印机 张楚涵 年天津市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张婧 3

SF160034 变"霾"为宝 刘培琳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辛婷 2

SF160035 落叶转换机 陈奎名 年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3

SF160036 有毒物质清理机 王新宏 年天津市蓟县罗庄子镇中学 刘继业 1

SF160038 宇宙一家亲 刘一臣 年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 侯秀芳 2

SF160039 净水器 周越研 年天津市蓟县城关第四中学 兰小丽 3

SF160040 太空传送带 耿羽洁 年天津市蓟县城关第四中学 兰小丽 1

SF160041 彩虹村 张曦月 年天津市宝坻区尔王庄镇高庄户中心小学 边萌萌 2

SF160042 在星球间穿梭 解欣悦 年天津市河西区梧桐小学 王亚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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