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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年级 作者学校 指导教师 奖级
宝坻 LB170253 让海更蓝 傅亚东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牛家牌小学 吴素芝 1
宝坻 LB170474 节约水资源---雨水收集净化系统 巴伊然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张正娇 1
宝坻 LB170472 太空旅行 艾琪 六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张正娇 1
宝坻 LB170473 未来地球吸尘器 李梦鸾 六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张正娇 1
宝坻 LB170479 空气净化器 徐畅 三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崔丽佳 1
宝坻 OT170054 地球吸尘器 胡可心 四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镇广林木小学 刘近荣 1
宝坻 SC170039 遨游太空  探索宇宙 张思萌 二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中学 邢红娟 1
北辰 LB170269 未来家园 王家坤 二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华辰学校 张彬 1
北辰 SC170073 全自动扫雪机 石怡梅 三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杨嘴小学 玄志丹 1
北辰 LB170271 24世纪的空气净化器 苏丽莹 三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杨嘴小学 玄志丹 1
北辰 LB170283 落叶造纸机 李美洁 六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杨亚男 1
北辰 LB170389 119空中消防 辛妍 四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董芮岐 1
北辰 LB170399 医用蔬果农场 田平平 五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1
北辰 LB170401 循环节水洗澡机 罗洪歧 五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陈月冉 1
北辰 SC170101 清理雾霾机 赵一玮 五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 周庆勇 1
滨海 LB170028 智能房屋飞行器 方文昕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高艳 1
滨海 LB170077 城市垃圾清扫自动分类车 赵婧宜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1
滨海 LB170093 神奇的汽车尾气收集器 袁铭慧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赵树新 1
滨海 LB170105 太空游乐场 边玉竹 三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第五小学 赵树新 1
滨海 LB170227 生态小屋 任欣瑞 四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刘青 1
滨海 LB170355 环保机器鱼 邱睿影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1
滨海 OT170089 城市雾霾能量转换路灯 孟洋于值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小学 窦英倩 1
滨海 OT170094 净化茶壶 杨欣怡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丁瑞 1
滨海 OT170103 《防护大巴》 李沐霖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海英 1
滨海 SC170015 城市净化机 王萧予 五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1
滨海 SC170016 未来新交警 赵禹涵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西苑小学 张力元 1
滨海 AL170010 智能环保地球吸尘器 陈瑞林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二中心小学 毕萍 1
滨海 AL170023 梦幻糖果屋 高爽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工农村小学 刘琳 1
滨海 AL170024 小户型DIY玻璃生态园 苏奕睿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工农村小学 刘琳 1
滨海 AL170052 苹果园的新园丁 刘梦然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刘南小学 叶英杰 1
滨海 AL170055 海水清道夫 张向丽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刘南小学 叶英杰 1
滨海 LB170024 全息影像指路仪 王露 三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李丽 1
滨海 LB170050 多功能置换机 冯奕欣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1
滨海 LB170056 海底游乐场 张博雅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伍晓芸 1
滨海 LB170156 废气转换车 刘佳思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桃园小学 张辉 1
滨海 LB170159 机器医生 陶艺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桃园小学 张辉 1
滨海 LB170166 森林灭火机 邓宇钊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郑亚娜 1
滨海 LB170222 奇特疗养院 张紫晗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林琳 1
滨海 LB170261 瓶中世界 牛业斐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李峥 1
滨海 LB170320 雾霾吸尘器 刘佳芮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1
滨海 OT170007 垃圾变能源处理器 杨新齐 四年级 天津市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彭怡 1
滨海 OT170008 深海家园小镇 邹忠朴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1
滨海 OT170009 移居水城 曹久鹏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1
滨海 OT170010 农用卫星助我家 王佳妮 四年级 天津市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彭怡 1
滨海 OT170011 沙漠果园 许文馨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二号院小学 王萍 1
滨海 OT170012 沙漠多功能种花机 于玥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彭怡 1
滨海 OT170055 海洋城市 王栩涵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丁瑞 1
滨海 OT170057 梦幻彩虹城 刘香君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二号院小学 刘森 1
滨海 OT170064 食品检测帽 张惠然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桃园小学 张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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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 OT170084 蜜蜂型飞行清洁器 王云娜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小学 窦英倩 1
滨海 SC170017 海洋植物转化器 孔韵昕 五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1
滨海 SC170041 环境清新转换设备 武俐彤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1
滨海 SC170071 穿梭于未来宇宙村中的中国神州100号 苏鹏宇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九中学 苏武胜 1
滨海 SF170014 智能净化树 王程烨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李睿 1
滨海 SF170039 太阳光的能量 张文涛 一年级 天津市塘沽第二中学 于红梅 1
东丽 LB170040 空气污水净化器 刘泽雨 二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高德霞 1
东丽 SC170037 多功能牙刷 张田雨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徐庄小学 杨璐 1
东丽 LB170037 我的海洋梦 魏建宇 五年级 天津市华明学校 张亚丽 1
东丽 LB170059 宝葫芦雷达气象地震监测仪 魏欣怡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小学 刘建新 1
东丽 LB170081 灾难医疗救护车 孔令然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李昊然 1
东丽 LB170083 为人民服务的传送房屋 叶芷茗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李昊然 1
东丽 LB170094 我要做白云 李金津 二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小学 孙娟 1
东丽 SC170043 垃圾回收机器人 李玉鑫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刘萍 1
和平 SC170003 神奇的能量云 李柏睿 五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洁 1
和平 SC170075 遨游太空 王子阳 六年级 天津市模范小学 王万江 1
和平 AL170002 太空城市 秦溪 五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1
和平 AL170007 未来学校 殷悦 四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琳 1
和平 AL170021 我们的新世界 张榆涵 四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老师 1
和平 OT170001 我的家——未来环保住宅 杨瑞峰 五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晓萌 1
和平 OT170005 宇宙漫步巡航舰 张耘畅 五年级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1
和平 SC170001 星际能源传输器 李欣宇 四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刘晓萌 1
和平 SC170007 能源转化 刘思妤 六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洁 1
河北 AL170012 飞行式空气吸尘器 徐子淳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庞颖 1
河北 AL170015 未来的海底世界 刘纹菲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刘宝桂 1
河北 AL170004 高空上下双轨交通系统 韩博丞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1
河北 LB170078 《拯救地球污染有我“超能车”》 付紫懿 三年级 河北区新开小学 郑念念 1
河北 OT170085 地球吸尘器 魏麟懿 二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曹津璇 1
河北 SC170020 海洋清道夫 崔鐌文 二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1
河北 SC170053 太空城 刘春旺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刘宝桂 1
河北 SF170002 雾霾吸尘器 杨熙文 二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于巧佩 1
河北 SF170010 太空汽车真环保 赵文洁 三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祁曼 1
河东 LB170337 《多功能绿色能源车》 吴默涵 三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1
河东 OT170099 全自动地震救援器 刘俊杰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1
河东 AL170045 复合式汽车尾气处理器 陈明炀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1
河东 LB170343 多功能空气净化机 韩籽彤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1
河东 LB170367 海洋净化器 孙旖梵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1
河东 LB170388 未来星际空间城 马梓潼 一年级 天津市育才中学 徐蓓蓓 1
河东 OT170118 未来城市 沈姝妤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实验小学 赵鑫 1
河东 SC170090 宇宙 我们共同的家 王丹晨 一年级 天津市第九十八中学 吴旌菁 1
河东 SC170104 日新月异的未来世界 王彦婷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1
河西 DN170008 太空警察局 张季泽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1
河西 SF170022 倡议节能环保  时刻绿色出行 严笑妍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1
河西 DN170013 未来新型运水车 于越 三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1
河西 DN170017 未来生活 李楠 四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1
河西 OT170108 科技创造美好世界 田欣然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丁谊 1
河西 SF170016 又见阿凡达 田润昇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张冬 1
河西 SF170018 星际快车 王溪闻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小学 张旸 1
红桥 LB170109 大气层空气净化飞船 田益祯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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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 LB170467 造血的胡萝卜 董雯珺 六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1
红桥 LB170380 树上的家园 陈馨怡 三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穆健 1
红桥 LB170430 筑梦太空  飞向未来 张斯雅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左杰 1
红桥 LB170432 玉米玉米加油站 王思予 三年级 天津市工人新村小学 李岩 1
红桥 LB170433 会飞的汽车 阎泇旭 六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梁玉妹 1
红桥 LB170456 多功能植物培养器 穆童 五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1
红桥 LB170458 沙漠之星 赵骆羽 六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1
红桥 LB170486 海水变净水 夏晨瑞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1
红桥 LB170487 太空城市建造者 王一涵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1
蓟州 LB170143 地球环保卫士 刘心怡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官庄镇中心小学 宋彦武 1
蓟州 SF170038 中国力量 卢烁旭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第一小学 方淑云 1
蓟州 LB170122 梦幻之国 娄玮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三小学 陈小红 1
蓟州 LB170150 海啸监测鱼 陈明哲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燕山中学 方淑云 1
蓟州 OT170058 未来城市 张欣月 二年级 蓟州中学 王立稳 1
蓟州 QB170020 倡导绿色饮食 丁琳叶 一年级 天津市蓟县东二营乡中学 孙会涛 1
蓟州 SF170020 智能垃圾清理器 赵欣宇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西施古中心小学 杜海朋 1
蓟州 SF170028 太空植物园 王新宏 二年级 天津市蓟县罗庄子镇中学 刘继业 1
蓟州 SF170037 废气转化器 何雨梦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东方红中心小学 卢春平 1
津南 LB170181 环保汽车 刘博旺 五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高庄子小学 刘军 1
津南 LB170215 美丽的太空生态园 殷雪瑞 三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实验小学 时永艳 1
津南 AL170041 宇宙碰碰车 田家睿 四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第六小学 杜婷婷 1
津南 AL170053 环保飞船 沈煜 一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实验小学 张硕 1
津南 LB170123 太空音乐会 房笑羽 五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实验小学 时永艳 1
津南 LB170152 畅想恐龙 赵悦彤 五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实验小学 时永艳 1
静海 LB170060 魔幻环保鞋 车金昊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焦龙 1
静海 OT170027 智能托老院 李泽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育霞 1
静海 LB170072 污气转化飞行器 王雨晨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焦龙 1
静海 LB170073 城市清洁飞船 徐梦涵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焦龙 1
静海 LB170489 太空能源站 王云亮 三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实验中学 王丛丽 1
静海 QB170008 净化器 王禹民 一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梁头镇中学 殷晶晶 1
静海 QB170009 宜居的世外桃源——银河星系 李金原 三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1
静海 QB170021 智能抢险战士 赵子瑛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1
静海 SC170031 智能作物看护仪 赵梓钧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1
静海 SC170033 色彩提取机械 刘帅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1
南开 AL170057 未来家园 刘晓楠 一年级 天津市 天津中学 刘雄 1
南开 SF170017 环保中心站 徐熙然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1
南开 AL170058 筑梦太空 刘子源 一年级 天津市 天津中学 张士武 1
南开 LB170469 雾霾净化飞船 张驰 四年级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 王敬玲 1
南开 OT170109 未来世界 范文硕 一年级 天津市第六十三中学 许振婷 1
南开 OT170111 四维列车 严之珮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石莉 1
南开 SC170093 太空城 许子晗 五年级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杨莉 1
南开 SC170126 地球空气净化器 李金澍 三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东方小学 王媛 1
南开 SF170057 畅想未来 李春晓 二年级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李学兰 1
宁河 LB170348 智能清洁器 冯欣宇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造甲城小学 李爽 1
宁河 OT170078 变废为宝 肖嘉欣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1
宁河 AL170042 科技改变生活 刘欣怡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赵温小学 夏云飞 1
宁河 AL170043 畅想未来新家园 李孟繁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赵温小学 夏云飞 1
宁河 LB170272 新型能源转化器——海底二号 李霁 五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1
宁河 LB170350 智能水果机 田浩欣 二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造甲城小学 李爽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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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 LB170379 科幻大脑世界 冯欣怡 二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造甲中学 王全越 1
宁河 LB170391 植物汽油提取器 冯笑笑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造甲城小学 李爽 1
宁河 OT170069 大树计划 张俊哲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1
宁河 OT170080 降温降雨变压器 高翔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1
宁河 OT170081 多功能屋 杨梓蕊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1
宁河 OT170088 天空城 李静怡 二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廉庄中学 岳广媛 1
宁河 OT170092 海洋家园 付莹莹 二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廉庄中学 岳广媛 1
宁河 SC170065 地球上的家园 杨坤悦 五年级 潘庄镇白庙小学 李娜 1
铁厂 LB170490 神奇“清道夫” 朱秋泽 六年级 天津铁厂第二小学 杨茉 1
铁厂 LB170437 神奇的飞船 刘佳蕊 五年级 天铁集团第一小学 苗伟 1
铁厂 LB170492 智能星体 刘梓仪 六年级 天津铁厂第二小学 杨茉 1
武清 LB170067 生活垃圾再利用 龚烜昊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大孟庄中心小学 许波 1
武清 LB170075 未来超级大厨房 何天畅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大孟庄中心小学 陈静 1
武清 AL170027 《多功能庄稼杆处理器》 吕恒津 二年级 天津市杨村第六中学 韩希武 1
武清 AL170037 魔幻靴子 韩梓曦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雯 1
武清 LB170099 万能的大鞋 李梓叶 二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五中学 杨娟 1
武清 LB170102 家政机器人 鲁维佳 二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五中学 杨娟 1
武清 LB170153 发电健身房 肖熙柔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杨村第十二小学 黄文雅 1
武清 LB170174 雍阳新城 李一桐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三小学 郭立娜 1
武清 LB170183 时光火车 刘芮祎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陈莉华 1
武清 LB170185 我知道奶奶在哪里 王灏宇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1
武清 LB170211 神奇的翅膀 康路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陈莉莉 1
武清 LB170225 彩虹之城 陈佳玉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李俊杰 1
武清 LB170286 多功能房子 郎雪凝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严鹏 1
武清 LB170410 吸尘鞋 苏诗琪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李俊杰 1
武清 OT170105 灯泡环保记 周杉 一年级 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1
武清 QB170032 绿色青蛙环保号 刘小琪 六年级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小学部 刘爱琳 1
武清 SC170042 《城市救护车》 李佳隆 四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杜国良 1
武清 SC170066 超级大气净化器 肖文轩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第十六小学 张媛媛 1
西青 LB170257 未来的世界 宋好 六年级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王静宜 1
宝坻 LB170248 海上城堡 吴宸杰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牛家牌小学 吴素芝 2
宝坻 LB170254 海底探险 白桐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牛家牌镇牛家牌小学 吴素芝 2
宝坻 LB170450 遨游太空 宗原 六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张正娇 2
宝坻 LB170460 我的小帮手 刘子平 二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吴爽 2
宝坻 LB170477 森林之家 韩承希 三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崔丽佳 2
宝坻 LB170478 蘑菇星球 王娅茜 二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吴爽 2
宝坻 LB170481 地球吸尘器 于欣然 二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吴爽 2
宝坻 LB170482 地球吸尘器 王裴琳 三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崔丽佳 2
宝坻 LB170483 月亮度假村 董纭暄 一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吴爽 2
宝坻 LB170484 爷爷的好伙伴 王丹妮 一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吴爽 2
宝坻 SC170064 观光七号 徐畅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小学 郑森 2
北辰 LB170187 未来的汽车 贾新凤 六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南仓小学 孟竹 2
北辰 LB170192 动物语言翻译器 周昕妍 三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刘丽平 2
北辰 LB170288 《海底的乐园》 荣紫跃 四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芦新河小学 陈金红 2
北辰 LB170365 未来的海洋 谢玉阳 五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周凯 2
北辰 LB170398 智能医疗器 甘汝琪 四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董芮岐 2
北辰 LB170412 未来科技高档吸雾机 刘浩 五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王庄小学 周萌 2
北辰 LB170445 器官生长树 范馨予 五年级 天津市华辰学校 张璐璐 2
北辰 SC170097 环保万能机器 刘曜郡 五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 闫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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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辰 SC170099 食品安全检测器 周新然 五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实验小学 轧乃君 2
北辰 SF170052 多功能输氧机 王心凌 四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芦新河小学 陈金红 2
滨海 AL170008 科技图书馆 王敏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张颖 2
滨海 AL170035 未来城 丛新桐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安国周 2
滨海 AL170036 风车号 王雨婷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张宝明 2
滨海 AL170039 《奇幻海底》 吕静怡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朝阳小学 张丽君 2
滨海 DN170001 过期食品识别镜 李子辰 一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朱建峰 2
滨海 DN170003 会盖房子的机器人 黄钰童 一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朱建峰 2
滨海 DN170004 超能环保机器人 宋晋江 一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朱建峰 2
滨海 GB170001 时空纪元s 杨睿琪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六中学 张玮 2
滨海 LB170019 落叶再造机 王靖远 五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2
滨海 LB170022 地球吸尘器 刘茜茜 五年级 塘沽徐州道小学 马秀荣 2
滨海 LB170023 海底环保机器人 王旭 五年级 塘沽徐州道小学 马秀荣 2
滨海 LB170025 糖果机 曹生杰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张颖 2
滨海 LB170029 美食自动机 张旖晨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高艳 2
滨海 LB170031 空中之旅 李雨默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姜淑华 2
滨海 LB170035 未来时代 王希玮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第一小学 张永春 2
滨海 LB170054 汽车噪音废气转换器 李研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叶晶静 2
滨海 LB170061 未来的家 杨子轩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庆道小学 张妍 2
滨海 LB170084 我们的环保家园 王艺菁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2
滨海 LB170086 新城市新生活 蒋励阳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2
滨海 LB170096 能源清理机 张梓钊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窦如坤 2
滨海 LB170104 多功能去污机 何亚宸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窦如坤 2
滨海 LB170131 雷电收集转换器 毕研琳 四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刘青 2
滨海 LB170169 海底多功能处理器 戴溪遥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马玥 2
滨海 LB170224 《多功能节能环保机》 王梦瑶 五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杨洋 2
滨海 LB170231 空气转换器 张梓涵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郑亚娜 2
滨海 LB170232 降雨机 刘思麦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刘春兰 2
滨海 LB170237 《城市清洁车》 张自宽 四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刘青 2
滨海 LB170238 《幸福之树》 刘一诺 四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刘青 2
滨海 LB170278 果园的朋友——摘果师机器人 张怀烨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曹可晶 2
滨海 LB170287 水中清理夫 李泓翰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中学 杨维刚 2
滨海 LB170293 爱护环境，从你我做起 杨皓然 五年级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三小学 张程程 2
滨海 LB170354 水上城市 赵婉宸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2
滨海 LB170357 我家的智能机器人 邵卉怡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2
滨海 LB170358 智能保洁车 关伊婷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江 2
滨海 LB170417 未来的家 许明睿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馨桥园小学 刘征 2
滨海 OT170015 智能城市垃圾车 董方园 四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新港第四小学 彭怡 2
滨海 OT170016 森林加油站 董雪晴 四年级 天津市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彭怡 2
滨海 OT170017 果园里的多功能机器人 曾悦桐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陈桂英 2
滨海 OT170018 植物汽油提取器 许梓桐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申娅琪 2
滨海 OT170025 《垃圾回收车》 李博轩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2
滨海 OT170036 《消防机器人》 张茂林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万宏娟 2
滨海 OT170037 地热能源转电系统 季果霖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2
滨海 OT170040 《太空飞船加油站》 王秋彤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2
滨海 OT170065 不在孤单 张昭同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汉沽桃园小学 张辉 2
滨海 OT170068 未来的能源树 王云娜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小学 赵双双 2
滨海 OT170071 发电运动鞋 霍佳仪 一年级 天津开发区国际学校 肖璐 2
滨海 OT170095 交通便利的外太空 张聘婷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小学 窦英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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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 OT170097 奇怪的车 周洛冉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张天琪 2
滨海 OT170110 外太空的世界 刘亚茹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七中学 吴瑕 2
滨海 QB170010 未来的城市 李沅钊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申娅琪 2
滨海 QB170017 树岛 李禹杭 一年级 天津市塘沽第二中学 于红梅 2
滨海 QB170019 幸福的未来城市 范淑媛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渤海石油第三小学 葛雅婷 2
滨海 QB170024 立交桥生活 吕健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北塘学校 王绍芳 2
滨海 QB170034 森林书屋 马嘉鸿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林琳 2
滨海 SC170070 能力减压机 范思硕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林琳 2
滨海 SF170005 《多功能太空服》 王婧涵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海英 2
滨海 SF170008 玉米加油站 罗子轩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张颖 2
滨海 SF170040 抗抗屋 韩景轩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李睿 2
滨海 SF170045 雾化氧气机 魏一凡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王洪梅 2
滨海 SF170046 海底研究所 田树嘉烨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刘冬悦 2
滨海 SF170049 未来世界 成思远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馨桥园小学 贾红梅 2
东丽 AL170022 坍塌搜救仪 孔祥一 六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徐庄小学 赵开邑 2
东丽 LB170032 地震救援机器人 张基良 四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泥沃小学 李民菊 2
东丽 LB170039 海底净化器 张瑞妍 二年级 天津市滨瑕实验中学 王淑昀 2
东丽 LB170049 时空穿梭机 蔡长戎 五年级 天津市务本小学 张艳萍 2
东丽 LB170069 未来能源世界 齐维琳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小学 孙云新 2
东丽 LB170089 农场机器人 袁丽涵 一年级 天津市滨瑕实验中学 常娥 2
东丽 LB170103 医生的好助手 李雅诗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刘娜 2
东丽 LB170115 《自动服务机》 杨旺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实验小学 邹广霞 2
东丽 LB170117 电子课桌 刘欣岳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实验小学 邹广霞 2
东丽 LB170157 未来家园 成诺 一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实验小学 安学晶 2
东丽 LB170198 清扫世界 张育彤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刘娜 2
东丽 SF170012 《多功能汽车保姆》 刘诗语 四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刘辛庄回族小学 崔丽哲 2
和平 AL170001 《海洋生态石油站》 邢家悦 三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孙宇 2
和平 AL170005 多功能飞船 刘沐涵 六年级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高民夷 2
和平 LB170001 未来世界 金舒妍 三年级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孙宇 2
和平 LB170002 海底生物再利用 赵文浡 五年级 天津市第二十中学附属小学 王万江 2
和平 LB170004 太空家园 赵铭煊 五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2
和平 LB170014 探索 李奕霖 一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宋洁 2
和平 LB170221 未来天空城 高润昊 五年级 天津市逸阳梅江湾国际学校 徐玉洁 2
和平 QB170007 《美丽的太空》 袁悦铭 一年级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冯悦 2
和平 QB170011 未来科技城 高楚峰 四年级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刘鹏 2
和平 SC170004 未来的世界 王梓衡 三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孙爱玲 2
和平 SC170021 《海洋脉动》 任安然 二年级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李珉 2
和平 SC170030 空间瞬间转换机 徐硕良 三年级 天津市实验小学 王万江 2
和平 SC170040 合理利用水资源 张羿瑄 六年级 天津市模范小学 王万江 2
和平 SF170009 梦中的第二家园 严予明 一年级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宋洁 2
河北 LB170006 万能树 段星臣 六年级 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2
河北 LB170011 能源转换器 王子超 一年级 天津外国语学校南普小学 郑金冬 2
河北 LB170013 未来的太空 戴默昱 六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2
河北 LB170016 电池∞ 杨崇正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2
河北 LB170017 空中垃圾转化机 李泓萱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伟 2
河北 LB170018 新能源住宅 朱祉霖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李伟 2
河北 LB170027 《神州探月》 崔嘉芮 四年级 河北区新开小学 于文娟 2
河北 LB170044 地球吸尘器 徐颖 六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扶轮小学 陈寅 2
河北 LB170048 未来的世界  航天的梦想 张鹤涵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小学 汪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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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 QB170006 地球清扫机器人 杨祺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2
河北 SC170005 缆车式轨道交通 刘嘉睿 六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红权小学 刘奕旻 2
河北 SC170013 多功能自助医院 刘煜琦 二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费淑婷 2
河北 SC170014 未来汽车修理厂 马浩成 六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2
河北 SF170007 水中卫士 刘培琳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张海涛 2
河东 LB170338 地面清洁机器人 吕星瑶 四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2
河东 LB170340 “未来超越3号”多用汽车 刘瞻远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尹莉 2
河东 LB170341 月球城际列车 范子墨 四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2
河东 LB170351 开发太空 吴全晟 六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2
河东 LB170356 自然收集机 孙炜茗 二年级 天津河东区  第二实验小学 尹莉 2
河东 LB170362 帽子飞船 李梓昂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香山道小学 梁毅 2
河东 LB170369 海底观光船 王嘉谊 四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候元凌 2
河东 LB170408 能源转换 王奕淳 三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王静 2
河东 LB170409 变废为宝能源机器人 李怡萱 三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王静 2
河东 QB170045 我的“探索号” 徐千惠 四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2
河东 SC170089 海底城市 张皓天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候元凌 2
河东 SC170092 坐着仿生潜艇去上课--探秘海洋生物 杨雨泽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2
河东 SC170121 《雾霾净化器》 周子默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实验小学 王爱永 2
河东 SC170122 《海洋生物交互系统》 周智涵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实验小学 王爱永 2
河西 DN170005 穿越星球 张玥琪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马若曼 2
河西 DN170006 海底科技城 朱冠儒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台湾路小学 马若曼 2
河西 DN170010 《未来太空城》 张纾含 二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2
河西 DN170011 太空餐厅 刘鸿儒 二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2
河西 DN170015 《太空清洁机》 郭益豪 二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2
河西 DN170016 未来的时装 冯长堃 四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2
河西 LB170216 海洋城堡 李丰青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2
河西 LB170285 多功能海底挖矿机 杨冰洁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2
河西 LB170294 能量大树 张巧珍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2
河西 LB170308 空中种植 白昕呁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2
红桥 AL170059 《地球净化器》 周睿 六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赵丹 2
红桥 LB170062 城市核能聚变转换机 杨睿 五年级 文昌宫民族小学 卢思成 2
红桥 LB170063 彗星水源收集机 王淳 五年级 文昌宫民族小学 齐菁 2
红桥 LB170425 雷电收集器 杨释玮 三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2
红桥 LB170427 外太空的能源收集器 刘司淼 四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2
红桥 LB170429 太空城 张斯语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工人新村小学 李岩 2
红桥 LB170436 未来世界 张李旺 二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2
红桥 LB170438 未来实际 高泽霖 二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2
红桥 LB170440 雾霾综合治理无人驾驶飞船 赵九宁 五年级 天津市工人新村小学 李岩 2
红桥 LB170457 新型购物商场 张兆雪 五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2
红桥 LB170464 水底珍贵鱼种体检中心 田昕阳 一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赵丹 2
红桥 LB170485 海洋鱼类观测器 张嘉航 一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2
红桥 QB170053 超级全能洗衣机器人 李雨航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2
红桥 SC170109 生态环境保护仪 邓恩皓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齐菁 2
蓟州 AL170020 地球净化机 贾心怡 六年级 天津市蓟县下营镇镇东中心小学 路亚迪 2
蓟州 LB170124 雨水处理器 刘凤杰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上仓镇仓前庄中心小学 杨海坤 2
蓟州 LB170126 消防制冷灭火器 葛璐嘉 四年级 天津市蓟县第一小学 杜玉凤 2
蓟州 LB170128 雾霾清洗机 李雨鑫 二年级 天津市蓟州区第八小学 刘文杰 2
蓟州 LB170140 新型环保设备 苏家俊 四年级 天津市蓟县渔阳镇仓上屯中心小学 魏印涛 2
蓟州 LB170161 多功能大气污染治理机 许博翔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东二营东辛庄中心小学 范莉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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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 LB170188 最新式多功能机器人 王乔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穿芳峪镇中心小学 杨春芳 2
蓟州 OT170059 太空遨游 李季阳 二年级 天津蓟县公乐小学 郭娟 2
蓟州 OT170060 海底游乐园 王超 五年级 蓟县第二小学 杨立超 2
蓟州 OT170070 未来的城市 郭孜涵 四年级 蓟县第二小学 吴素清 2
蓟州 QB170033 《智能采摘机器人》 刘文强 四年级 天津市蓟县下仓镇草场中心小学 鄂志成 2
蓟州 SF170030 神州行号 郝新鹏 四年级 天津市蓟县上仓镇中心小学 郑宗新 2
蓟州 SF170031 智能修补机 王乐魚 二年级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四中学 兰小丽 2
蓟州 SF170035 虫洞 康文硕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二中学 陈卫华 2
津南 LB170112 海底种植园 张涵 三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第三小学 林清 2
津南 LB170167 《登月》 刘思齐 二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第三小学 林清 2
津南 LB170191 未来城 芮宬烜 五年级 津南咸水沽实验小学 张玉有 2
津南 LB170312 未来的科技 卞舒永 三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实验小学 赵爽 2
津南 LB170361 未来的世界 董昭晟 一年级 津南区咸水沽实验小学 孙琴 2
津南 LB170400 科幻画 石响 六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实验小学 孙琴 2
津南 LB170421 钓垃圾 顾羽彤 五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六小学 王晓辰 2
津南 LB170442 太空城 刘萌萌 一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双桥中学 姜国芳 2
津南 LB170447 环保少年之魔力飞鞋 蔡龙祎 四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四小学 薛春燕 2
津南 SC170048 ＜太空探索＞ 孟祥桐 三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第三小学 林清 2
静海 GB170002 水汽转换机 魏勃羽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2
静海 LB170071 住在会飞的树上 焦志平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焦龙 2
静海 LB170074 天空之城 王晴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焦龙 2
静海 LB170200 有机物水转换器 周籽鑫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2
静海 LB170219 地球吸尘器 王学怡 一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大丰堆镇中学 张娟娟 2
静海 LB170327 沙尘消除器 靳茹博 一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2
静海 OT170020 海上度假城 刘书君 一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郭文娜 2
静海 QB170023 超能垃圾转换器 徐玉泽 三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肖慕珍 2
静海 QB170036 纯净水转化器 刘湘茹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2
静海 QB170039 太空漫步 高源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2
静海 SC170027 城市地下排水管网系统 苏洁 三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李宝治 2
静海 SC170032 电子除害卫士 陈星澳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毕冲 2
静海 SC170035 太空梦 张世豪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靳官屯小学 曲希更 2
南开 LB170405 未来环保机器人 张馨予 二年级 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杨志钢 2
南开 LB170424 未来城市 郭澍芃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杨海繁 2
南开 LB170431 海中城市 顾梓暄 三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义兴里小学 李元德 2
南开 LB170462 天气制造 张益铭 一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2
南开 LB170475 超时代 李宇杰 六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敖琳 2
南开 LB170480 多功能机器 石妍妮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敖琳 2
南开 SC170082 雾霾治疗器 张语晴 三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王丽丽 2
南开 SC170084 浮空岛 李抒函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敖琳 2
南开 SC170114 未来的天文望远镜 柳则旭 二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2
南开 SC170120 纳米体检治疗修复机器人 贾皓然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孙莉 2
南开 SF170015 太空探索 商瑞宸 二年级 西营门外小学 范金鑫 2
南开 SF170043 甜蜜星球 王嘉璇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王铁钧 2
南开 SF170051 未来空中家园 张博皓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中心小学 周志宏 2
南开 SF170055 时光航道 马一迪 三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华苑小学 宋金芮 2
宁河 LB170277 儿童探险号 张惜梦 四年级 宁河区潘庄镇大龙湾小学 朱英男 2
宁河 LB170319 美丽的月球新城 李诺然 四年级 宁河区潘庄镇大龙湾小学 朱英男 2
宁河 LB170325 海底垃圾清洁器 吕雨欣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西塘坨小学 马云坤 2
宁河 LB170328 和雾霾说再见 李蕊 一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淮淀中学 王泓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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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 LB170330 未来旅行 庞天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二小学 王志成 2
宁河 LB170333 彩虹天堂 李彤 一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淮淀中学 王泓博 2
宁河 LB170336 空气净化飞行器 王梦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大王台小学 郭骏 2
宁河 LB170349 神州希望号 冯若雅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造甲城小学 李爽 2
宁河 LB170359 发达的宇宙 王鑫琦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二小学 王志成 2
宁河 LB170375 环游世界 张宁 六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大八亩坨小学 邵蕊 2
宁河 LB170376 未来世界 黄鑫蕊 六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桥北新区第一小学 王颖 2
宁河 LB170384 快乐号 吴佳瑞 六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大八亩坨小学 邵蕊 2
宁河 LB170387 还原健康 张楠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大八亩坨小学 邵蕊 2
宁河 OT170067 多功能教室 刘慧茹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2
宁河 OT170075 神奇城市 谢宇航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2
宁河 OT170077 超级蜂王 李政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2
宁河 OT170079 梦想超市 刘心阳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2
宁河 OT170082 我把树叶变肥料 杨雨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2
宁河 OT170083 多功能眼镜 赵国芮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2
宁河 SF170053 空气净化器 赵琳格 三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造甲城镇造甲城小学 李爽 2
宁河 SF170054 未来世界 李雨嘉 一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第三小学 张海燕 2
铁厂 AL170060 遨游地球的延伸 陈子莹 三年级 天津铁厂庞岐沟小学校 罗敏 2
铁厂 LB170488 海底清道夫 王子齐 二年级 天铁集团第一小学 苗伟 2
铁厂 SF170048 中国梦-太空巡航 张曼君 一年级 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张宏 2
铁厂 SF170058 中国梦 太空中的北斗基地 王宇飞 三年级 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张宏 2
铁厂 SF170059 航天梦 郭宸孜 二年级 天津铁厂第一中学 刘学强 2
武清 AL170016 开发月球计划 王艺程 三年级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小学部 刘爱琳 2
武清 AL170026 《世界上最小的机器人》 赵润 二年级 天津市杨村第六中学 刘春悦 2
武清 AL170030 《多功能智能学习桌》 赵润 二年级 天津市杨村第六中学 尹梦涵 2
武清 AL170038 果蔬采摘机器人 杨旭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三小学 陈莉 2
武清 LB170068 多功能清扫车让雾霾远离大家 许凯征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大孟庄镇大孟庄中心小学 陈静 2
武清 LB170097 冰雪淡水船 芮思雨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2
武清 LB170110 尾气吸尘器 朱俊鑫 五年级 武清区豆张庄镇茨洲中心小学 马东梅 2
武清 LB170137 环保鞋子屋 连丽盈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五小学 姚烨 2
武清 LB170141 星空音乐会 李婧超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五小学 姚烨 2
武清 LB170146 多功能太阳能种树机 刘鹏阳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张华 2
武清 LB170160 神奇的树屋 石利利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五小学 姚烨 2
武清 LB170168 沙漠转化器 宗梦欣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2
武清 LB170176 雨水收集施放机 沙芳旭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2
武清 LB170186 天地任我遨游 张筱璇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王建伟 2
武清 LB170197 转基因检测器 王旭冉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李星辰 2
武清 LB170203 星球家园 李婧怡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李晓娇 2
武清 LB170205 月球村 刘耀琪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许德荣 2
武清 LB170218 宇宙家园 白雨涵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甄学荣 2
武清 LB170236 畅游美丽武清大运河 张城蕊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三小学 李志杰 2
武清 LB170262 太空飞车 张琳涵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曹建文 2
武清 OT170063 未来小区 韩佳茵 二年级 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董亭亭 2
武清 OT170066 《通往日月的航模》 王紫月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二小学 周敏 2
武清 OT170072 笑脸 周雅琪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街育才小学 赵艳平 2
武清 OT170106 昨日与未来 潘晶鑫 一年级 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2
武清 QB170013 《丰收机器人》 杨博雁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一小学 刘杰 2
武清 QB170037 多功能机器箱 王广琳 五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贺达 2
武清 SC170072 智能课桌 张琥正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刘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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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青 LB170265 会飞的房子 扈惜羽 六年级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李建敏 2
西青 LB170307 太空的生活 李兆杰 六年级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刘兴军 2
宝坻 LB170080 海上新居 薛雯丹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小学 周继伟 3
宝坻 LB170172 未来的世界 韩东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小学 齐新颖 3
宝坻 LB170173 幸福之家 卢泓月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小学 周继伟 3
宝坻 LB170175 中国连接外星 庄佳佳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小学 齐新颖 3
宝坻 LB170177 未来梦 王灏童 三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小学 周继伟 3
宝坻 LB170178 未来建筑 巴泽征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建设路小学 张丽娜 3
宝坻 LB170470 温暖的小屋 魏思桐 五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张正娇 3
宝坻 LB170471 还祖国一片蓝天 邳宇昕 六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张正娇 3
宝坻 LB170476 神秘太空 苏薪冰 六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海滨小学 张正娇 3
宝坻 LB170493 未来海底世界 李思涵 天津市宝坻区顺驰小学 潘宝鹏 3
宝坻 LB170494 机器人清洁工 贾若晴 天津市宝坻区顺驰小学 潘宝鹏 3
宝坻 LB170495 星际高速路 王瀚霆 天津市宝坻区顺驰小学 潘宝鹏 3
宝坻 OT170052 太空中的游乐场 李家宝 四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马家店镇广林木小学 卢立君 3
宝坻 QB170018 未来的彩虹房屋 李嘉彤 一年级 天津市宝坻区第二中学 王晶 3
宝坻 QB170055 机器人小管家 靳雨姗 天津市宝坻区顺驰小学 潘宝鹏 3
北辰 LB170189 废布回收机 韩英爱 六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杨亚男 3
北辰 LB170324 太空 常欣阳 二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模范小学 张鸿书 3
北辰 LB170395 酒驾探测器 刘欣 四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集贤里小学 董芮岐 3
北辰 SF170050 《城市清扫车》 王浩宇 二年级 天津市北辰区芦新河小学 陈金红 3
滨海 AL170031 太空立交桥 于源林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张宝明 3
滨海 AL170032 未来环保工 甘熙源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安国周 3
滨海 AL170033 奇妙的未来世界 郭蓉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安国周 3
滨海 AL170034 鞋子房 唐琳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十五中学 张宝明 3
滨海 AL170054 沙漠绿洲 刘书沂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刘南小学 叶英杰 3
滨海 DN170002 便利的交通工具 王春晓 一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朱建峰 3
滨海 LB170030 未来空中城市 张茜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姜淑华 3
滨海 LB170033 雾霾消除器 李若曦 二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李丽 3
滨海 LB170051 未来世界 张庭瑄 五年级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三小学 张程程 3
滨海 LB170057 吸尘鞋 冯治棋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刘树娟 3
滨海 LB170065 智能机器人 刘瑾瑜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马玥 3
滨海 LB170070 两个家园 张亦驰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申娅琪 3
滨海 LB170082 工程专用废旧转换机器人 刘衍一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滨海 LB170085 星球大互通 马蔓雅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张学玲 3
滨海 LB170088 太空投影仪 顾桐羽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曾骁 3
滨海 LB170095 垃圾回收站 王紫伊 三年级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张元喜 3
滨海 LB170098 星际旅行 王若莟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一中心小学 张相莉 3
滨海 LB170100 多功能环保屋 王瑾兮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董立云 3
滨海 LB170107 移动空气净化器 张佳欣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实验小学 孟方 3
滨海 LB170130 多功能窗户 高扬竣 预初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九中学 高文晨 3
滨海 LB170133 美丽的“清道夫” 孟令媛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第三中学 杨兴岑 3
滨海 LB170134 太阳能多功能洗澡机 刘望舒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裴璇 3
滨海 LB170135 自动换窗器 潘宇婷 预初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九中学 高文晨 3
滨海 LB170138 蹦蹦鞋 毕建设 预初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九中学 高文晨 3
滨海 LB170142 新型城市 朱彤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郑亚娜 3
滨海 LB170145 机器建筑师 李妍霏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裴璇 3
滨海 LB170149 新型太阳能房屋 郑婉然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裴璇 3
滨海 LB170151 智能环保机器 李云霞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郑亚娜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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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 LB170158 太空梦幻城南 于佳鑫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马玥 3
滨海 LB170163 万能环保车 王启涵 三年级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张元喜 3
滨海 LB170165 半空飞行车 杨鹏玉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郑亚娜 3
滨海 LB170170 飞上天的交通 刘玉然 三年级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三小学 张程程 3
滨海 LB170230 《中国树油》 张承迪 四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刘青 3
滨海 LB170233 《护卫者一号》 张旭颖 五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杨洋 3
滨海 LB170234 未来的房子 林思睿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刘冬悦 3
滨海 LB170239 航母上的房子 洪传烨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郑亚娜 3
滨海 LB170240 宇宙穿梭机 翟毅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小学 郑亚娜 3
滨海 LB170247 《能量转化器》 陈晨洪瑞 五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杨洋 3
滨海 LB170249 未来世界 高郡一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李峥 3
滨海 LB170250 《多功能机器人》 雷婷喻 二年级 大港福源小学 刘青 3
滨海 LB170251 吸尘鞋 刘霁萱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刘春兰 3
滨海 LB170256 移动环保车 刘淳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刘春兰 3
滨海 LB170270 未来空间——水晶城 周一卓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张玉 3
滨海 LB170273 让我们“拉”住地球 张长友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张玉 3
滨海 LB170276 生活垃圾处理系统设备 韩简伊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曹可晶 3
滨海 LB170281 果园新型多功能机器人 王嘉蔚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草场街小学 曹可晶 3
滨海 LB170289 未来绿色餐饮 魏莹 六年级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三小学 张程程 3
滨海 LB170295 现代课堂 张博柔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掌握 3
滨海 LB170301 雨水处理器 陈佳林 四年级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三小学 刘艺 3
滨海 LB170309 智能天然血库 相裕鸿程 三年级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三小学 张程程 3
滨海 LB170363 落叶转换机 李思甜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第五中学 杨维刚 3
滨海 OT170006 多功能衣柜 苑振淼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海英 3
滨海 OT170021 《月球水场》 陈依杨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22 《机器人保姆》 石琳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23 《梦中的城市》 杨静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24 《海洋梦》 陈雨菡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29 地球清洁日 刘斯瑞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申娅琪 3
滨海 OT170034 22世纪的世界 张馨予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学校 申娅琪 3
滨海 OT170035 多层次城市 王宏浩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欣嘉园第一小学 赵双双 3
滨海 OT170039 《未来世界》 魏然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41 《未来的月球蔬果基地》 王美鑫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43 《万能机器人》 张艺馨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44 《家乡的水清又清》 苏禹宁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45 《光速宇宙旅游列车》 张哲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46 《太空世界》 李思臣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宋云婷 3
滨海 OT170047 能量转换器 陈文恬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田辉 3
滨海 OT170048 《海底清洁器》 陈志豪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赵立伟 3
滨海 OT170050 《地球吸尘器》 李元浩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新港一小 赵立伟 3
滨海 OT170051 让垃圾变废为宝 李道儒 二年级 天津市塘沽新港第四小学 田辉 3
滨海 OT170073 机器医生 姚天馨 一年级 天津开发区国际学校 肖璐 3
滨海 OT170090 找朋友 王靖怡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二号院小学 刘森 3
滨海 OT170093 会飞的地震小屋 彭莘芮 二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二号院小学 成春光 3
滨海 OT170096 蜂巢能源充电站 李嘉悦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丁瑞 3
滨海 OT170101 《营养师》 朱欣怡 六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海英 3
滨海 OT170102 《自助图书馆》 潘梓梦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海英 3
滨海 OT170104 《四季调温水壶》 崔志婷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三号院小学 李海英 3
滨海 QB170012 飞车吸尘器 郝皓博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张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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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 SC170018 人类帮手 赵子轶 五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3
滨海 SC170019 废水能源机 曹雅琳 四年级 天津滨海新区大港同盛学校 张桂海 3
滨海 SC170026 《历史博物馆里的新科技》 徐君怡 二年级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 孙健 3
滨海 SC170038 万能教室 沙世轩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盐场中学 刘宗正 3
滨海 SC170060 共创航天梦 张昊天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一小学 杨莹 3
滨海 SC170077 交通城市 马雪然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王洪梅 3
滨海 SC170086 空中城市 赵卿文 三年级 滨海新区塘沽向阳第三小学 张程程 3
滨海 SC170103 海底和平卫士 王子赫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刘春兰 3
滨海 SC170115 万能垃圾车 张博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馨桥园小学 李长霞 3
滨海 SC170116 无人驾驶多功能汽车 杨宇晴 三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馨桥园小学 孙景茹 3
滨海 SC170117 空气净化器 任秀晴 四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馨桥园小学 孙景林 3
滨海 SC170118 海底净化器 王思睿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馨桥园小学 李长霞 3
滨海 SF170004 宇宙水源传送带 李欣宜 一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张颖 3
滨海 SF170006 高空灭火器 朱增柔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海滨第四学校 谢明宇 3
滨海 SF170023 环保小达人 张瀚之 四年级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杨文胜 3
滨海 SF170027 森林海里的鱼 王湘然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远洋城校区 张曼婷 3
滨海 SF170033 未来的机器人 王远普 四年级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杨文胜 3
滨海 SF170034 未来世界 李昀鸿 四年级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小学 杨文胜 3
滨海 ZT170001 未来星球 王椿淼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庆道小学 段莉静 3
滨海 ZT170001 未来星球 王椿淼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大庆道小学 段莉静 3
滨海 ZT170002 科技之梦——月球之家 姜美冷 五年级 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实验学校 马玥 3
东丽 AL170018 《 废气转换机 》 刘旺立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正心小学 张新 3
东丽 LB170036 《防雾霾安全帽》 王盼丽 四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苗街小学 杨效娟 3
东丽 LB170042 海底城市 高文宇 二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务本一村小学 李一君 3
东丽 LB170052 工地叔叔的机械服 路行宽 四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刘台小学 卢海霞 3
东丽 LB170053 投影笔和健康监控手表 刘春熙 五年级 天津市务本小学 张艳萍 3
东丽 LB170055 建筑物迁移机 王思予 五年级 天津市务本小学 张艳萍 3
东丽 LB170064 水果屋 马可馨 二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小学 孙娟 3
东丽 LB170066 太空城市 秘津秋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孙书芳 3
东丽 LB170079 消灭害虫 何泓仪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小学 孙云新 3
东丽 LB170087 种出来的房子 冯灿 六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孙书芳 3
东丽 LB170090 多功能飞行器 梁羽潇 四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储信耕 3
东丽 LB170092 云端列车 赵名玮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振华里小学 孙书芳 3
东丽 LB170111 会盖房子的机器人 何梓钰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金钟小学 孙云新 3
东丽 LB170274 我是发明家 陈瑞杰 二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小东庄中学 张树娟 3
东丽 OT170013 《我的理发机》 石安月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新中村小学 李晟荣 3
东丽 OT170019 环保大章鱼 张璨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张金娜 3
东丽 OT170030 多功能稻草人 朱林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张金娜 3
东丽 OT170049 空中停车场 王彤彤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务本一村小学 李一君 3
东丽 OT170053 海洋水晶挖掘机 葛鑫 四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务本一村小学 李一君 3
东丽 SC170045 未来太空村 陈晓青 一年级 天津市东丽中学 于国萍 3
东丽 SC170046 三栖"飞跃屋” 曹政 二年级 天津市东丽中学 崔加磊 3
东丽 SC170061 未来农作物耕种机 刘昊阳 三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丽泽小学 刘萍 3
东丽 SF170011 《移动的幼儿园》 孙欣硕 五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刘辛庄回族小学 崔丽哲 3
东丽 SF170013 《海底研究所》 刘津垚 四年级 天津市东丽区刘辛庄回族小学 崔丽哲 3
和平 AL170003 《未来的世界》 郭久久 四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耀华小学 杨晓吟 3
和平 AL170009 宇宙大家庭 刘珈旭 六年级 和平区万全小学 顾喆 3
和平 AL170013 美好的明天 廖美然 六年级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高民夷 3
和平 AL170014 水下城市 马欣然 四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老师 3



第32届天津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幻画

第13页共18页

代表队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年级 作者学校 指导教师 奖级
和平 LB170003 未来世界 陈佳怡 六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姜玉靓 3
和平 LB170005 多功能树上别墅 张匀曦 四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鞍山道小学 王万江 3
和平 LB170007 海洋多功能环保船 王子云 六年级 天津市模范小学 王万江 3
和平 LB170008 畅游未来 逄朝然 四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耀华小学 张惠平 3
和平 LB170009 《快乐农收机》 黄钰涵 六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耀华小学 杨晓吟 3
和平 LB170015 空中楼阁 贺梓航 五年级 天津市实验小学 王万江 3
和平 LB170255 皮卡丘的太空世界 魏煜璇 五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中心小学 王万江 3
和平 OT170002 我心中的未来世界 禹籽汐 三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孙宇 3
和平 OT170003 管道化城市街道 李宏泽 六年级 天津市实验小学 王万江 3
和平 OT170004 《美好家园》 马振禹 一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耀华小学 张爽 3
和平 QB170002 美丽世界 庞涵语 三年级 天津模范小学 王万江 3
和平 QB170005 空中农田—E2救援帮助类综合性一体化机器人 郑皓嘉 五年级 和平区昆明路小学 张娜 3
和平 SC170011 未来的天宫之城 刘冬妮 五年级 天津市和平区新星小学 吴晶 3
和平 SC170022 《微观世界》 刘泊茗 二年级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李珉 3
和平 SC170023 《西元三千》 王艾泽 二年级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李珉 3
和平 SC170024 《探秘宇宙》 李昱彤 二年级 天津市第六十一中学 李珉 3
和平 SC170112 未来生活 刘译阳 四年级 天津市实验小学 王万江 3
和平 SF170001 我们未来的生活 李莘萌 四年级 天津模范小学 姜晓姗 3
和平 SF170003 月球度假村 侯雨卓 四年级 天津市模范小学 王万江 3
河北 AL170011 会飞的空气净化器 姬兆洲 一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扶轮小学 陈寅 3
河北 LB170010 地球吸尘器 赵一博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宁园小学 韩健 3
河北 LB170012 海洋净化壶 林芳泽 二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于巧佩 3
河北 LB170020 保护地球  人人有责 郑嘉莉 六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靖江路小学 张皆青 3
河北 LB170021 航天梦  祖国情 马雅婷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小学 汪淼 3
河北 LB170026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鞋 原诗雨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扶轮小学 张宁 3
河北 LB170034 探索太空的奥秘 马晓涵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小学 汪淼 3
河北 LB170041 飞向太空的家 何雨菲 五年级 河北区育婴里小学 周楠 3
河北 LB170043 最后的冲刺 王若涵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扶轮小学 张宁 3
河北 LB170045 航天报国   筑梦太空 侯静 五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小学 汪淼 3
河北 LB170046 神奇宇宙   筑梦太空 刘梓萌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小学 汪淼 3
河北 LB170047 我的航天梦 李婧蕾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大江路小学 汪淼 3
河北 LB170058 未来家园 王浩轩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兴华小学 安睿 3
河北 LB170106 《梦幻首饰盒》 郑羽涵 三年级 河北区新开小学 郑念念 3
河北 OT170014 未来的机器人 宋德旺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扶轮小学 陈寅 3
河北 OT170056 未来交通的科技神器 王紫琨 二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吴学鑫 3
河北 OT170061 地球不哭，我们救你 毛世娜 六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新程小学 刘雯 3
河北 OT170062 未来捕鱼器 毛世豪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新程小学 景彩双 3
河北 OT170086 未来科技畅想 朱香凝 二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昆纬路第一小学 曹津璇 3
河北 SC170002 机械的时代 原慧 一年级 天津市木斋中学（原二十四中学） 周海燕 3
河北 SC170036 地球吸尘器 郎耘慧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兴华小学 安睿 3
河北 SC170052 宇宙飞船 王祎宸 四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扶轮小学 陈晓冬 3
河北 SF170044 三原环保机器人 杜玟锌 三年级 天津市河北区第二实验小学 祁曼 3
河东 QB170047 水上城镇 朱斌 二年级 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 索铭阳 3
河东 LB170339 动物语言翻译器 冯铄雯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3
河东 LB170342 遨游太空 李志远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3
河东 LB170344 人造漂浮岛 罗羽盈 四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3
河东 LB170353 雨旱转换过滤车 杨智宸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候元凌 3
河东 LB170382 垃圾回收机 王冠博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刘雅 3
河东 LB170390 海洋之旅 戴凤仪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尹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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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东 LB170392 未来净水转化器 王海鑫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王红 3
河东 LB170393 节水型洗澡机 赵宇睿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刘雅 3
河东 LB170394 大树文具店 郝歆 三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王静 3
河东 LB170397 自动吸沙植树机 温超然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叶洁 3
河东 LB170403 飞向宇宙 吴瑀铂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叶洁 3
河东 LB170404 空气转换机 潘九峰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刘雅 3
河东 LB170406 胜利号飞船 郑烨益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叶洁 3
河东 LB170411 参观海底世界 李久甜 三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缘诚小学 王静 3
河东 SC170091 空气净化专用车 高景怡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3
河东 SC170094 红领巾空间站 王安祺 四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3
河东 SC170095 果园里的机器人车 张津歌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侯元凌 3
河东 SC170096 机器人植物园 刘金然 二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第二实验小学 尹莉 3
河东 SC170107 别样太阳系 方铭 二年级 天津市第一〇二中学 索铭阳 3
河东 SC170124 电子光媒雾霾能源转化器 李双飞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实验小学 王爱永 3
河东 SF170056 光电子能源热气球 李双翔 五年级 天津市河东区实验小学 王爱永 3
河西 AL170025 机器龙 苏昊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河西 DN170007 鲸鱼背上的城市 邓宇轩 二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王菁 3
河西 DN170009 人可以在别的星球生存 刘世强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河西 DN170012 方块被发现更坚固方块世界巨型都市 陈艺文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河西 DN170014 穿越至未来500年 赵梦雪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陈菁 3
河西 LB170108 宇宙中国城 王乐颜 三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珠江道小学 王培玲 3
河西 LB170212 空间移动的教室 王若彤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3
河西 LB170213 鱼型发电站 刘金星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张冬 3
河西 LB170279 智能学校 李浩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3
河西 LB170304 两球通车 李茹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3
河西 QB170040 葵花加油站 翟冉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小学 王明舒 3
河西 QB170051 科学魅力 韩东桓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丁谊 3
河西 SC170050 拯救地球 赵奕博 四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上海道小学 潘昱竹 3
河西 SF170024 被七彩渲染的世界 张子涵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3
河西 SF170025 时空高铁 赵嘉敏 六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3
河西 SF170032 未来天地 谢雨萱 五年级 天津市河西区同望小学 张源锦 3
红桥 LB170313 新能源城市 赵梓含 二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383 神奇的时空转换书 梁怿湉 一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13 让我们在太空上安家 王嘉彭 一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14 海洋新能源补给站 杨程皓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16 太空家园 顾家溢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20 梦想家园 张紫蔷 六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23 未来的汽车 王梓锘 三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26 我眼中的太空世界 陆泊舟 一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刘宗沂 3
红桥 LB170428 海底的空气艇 张楠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34 好朋友机器人 王怡锦 二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35 未来的太空 宋昱霖 二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实验小学 张文姝 3
红桥 LB170444 地球妈妈露笑脸 刘新月 六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中心小学 夏莉娟 3
红桥 LB170452 超智能月球插秧机 耿寒霆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红桥 LB170453 火星生命探测器 吕子萱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红桥 LB170454 火星探险机器人 杜昕宇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红桥 LB170455 星际列车 陈蕾轩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红桥 LB170459 太空卫生大作战 郭禧锟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红桥 LB170463 地球吸尘器 于天惠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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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桥 LB170465 太空之家 王子琪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张阳 3
红桥 LB170468 未来空气净化器 娄博凯 二年级 天津市求真小学 朱宝琨 3
红桥 SC170098 神奇的海底世界 程小珂 五年级 天津市红桥区洪湖里小学 狄宛浓 3
蓟州 AL170044 宇宙超级飞船 王媛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出头岭镇东王官屯中心小学 张海腾 3
蓟州 LB170118 空中智能吸尘器 黄研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西龙虎峪镇中学 肖诗萌 3
蓟州 LB170119 最后的净土 杨雨凡 二年级 蓟县城关第六小学 刘艳娟 3
蓟州 LB170120 月亮上的校园 郝悦宁 三年级 蓟县第五小学 王建民 3
蓟州 LB170121 梦幻高空灭火器 苏语清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三小学 陈小红 3
蓟州 LB170125 天空之城 叶子硕 二年级 蓟县第二小学 杨立超 3
蓟州 LB170132 星系之旅 曹雪雅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罗庄子镇中心小学 马永富 3
蓟州 LB170136 给地球母亲治病 张颜如玉 一年级 天津市蓟县渔阳中学 董丽萍 3
蓟州 LB170139 未来的吸尘器 王悦彤 四年级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三小学 付灵艳 3
蓟州 LB170148 未来的植物 刘府臣 三年级 礼明庄乡徐各庄中心小学 白雪芹 3
蓟州 LB170164 我的太空梦 刘昕 四年级 天津市蓟县别山小学 赵伟 3
蓟州 LB170179 西瓜工厂 方炤怡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二中学 任爱平 3
蓟州 LB170264 环卫机器人 冯昱洁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白涧镇刘吉素中心小学 褚小春 3
蓟州 QB170016 智能无人装甲车 孙元元 二年级 天津市蓟县邦均中学 杜玉玲 3
蓟州 QB170022 《月球美食王国》 高悦琳 五年级 天津蓟县城关第七小学 侯建明 3
蓟州 SC170054 沙漠变绿洲 王跃潮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擂鼓台中学 湛艳东 3
蓟州 SC170055 新型垃圾箱 牛滢畅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第一小学 时艳艳 3
蓟州 SC170057 新科技环保车 朱俊同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东方红中心小学 袭悦 3
蓟州 SC170062 雨水净化器 吴丽琪 五年级 天津市蓟县东施古镇西施古中心小学 杜海朋 3
蓟州 SF170019 地球吸尘器 陈语溪 一年级 天津市蓟县实验中学 杨会芬 3
蓟州 SF170026 太空人造太阳 高嘉骏 一年级 天津市蓟县杨津庄镇初级中学 吴宏建 3
蓟州 SF170029 太空智能机 王茁 二年级 天津市蓟县城关第四中学 兰小丽 3
蓟州 SF170036 空中楼阁 赵文雪 三年级 天津市蓟县桑梓镇辛撞中心小学 王海波 3
蓟州 SF170041 自由飞船 孙畅 二年级 天津市蓟县渔阳中学 朱雪景 3
津南 AL170040 雾霾吸入机 张思琪 四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小站第六小学 杜婷婷 3
津南 LB170091 智能理发机 田芯毓 二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咸水沽第五小学 李玲 3
津南 LB170144 海底探险记 于涵亦洋 五年级 津南咸水沽实验小学 张玉有 3
津南 LB170190 太阳能污水分解器 赵禹博 二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实验小学 时永艳 3
津南 LB170193 净化战士 曹韫冰 五年级 津南区咸水沽实验小学 张玉有 3
津南 LB170199 未来的城市 华若含 五年级 津南区咸水沽实验小学 张玉有 3
津南 LB170217 天空之城 李橼媛 五年级 天津市咸水沽实验小学 张玉有 3
津南 LB170229 好朋友 李梓畅 一年级 津南区咸水沽实验小学 李洪霞 3
津南 LB170235 五彩云霞的梦想 庄颜宁 四年级 津南咸水沽实验小学 王志义 3
津南 LB170364 地球吸尘器 崔庆皓 六年级 津南区咸水沽实验小学 孙琴 3
津南 LB170439 花的世界 刘珍爱 四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双港实验小学 马玉玲 3
津南 LB170446 中华探海一号 张玉宣 五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第二小学 古善慧 3
津南 SC170044 未来街道 李金萍 四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二小学 王坤霞 3
津南 SC170051 海底探秘 韩雅洁 五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二小学 索爱玲 3
津南 SC170113 服装梦工厂 闻晟琦 四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葛沽第二小学 古善慧 3
津南 YH170001 《植物加油站》 韩若兮 四年级 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第二小学 王洪涛 3
静海 LB170195 海底新世界 何玉博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郝楠 3
静海 LB170201 “水星”探险 赵纯 六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李绯 3
静海 LB170228 太空世界 刘云月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边金金 3
静海 LB170241 海洋里来了新客人 李明宇 三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肖慕珍 3
静海 LB170244 海底世界 田文静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刘佳佳 3
静海 LB170245 放飞梦想 陈潇语 三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刘苗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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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海 LB170246 太空新生活 杨环赫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王云 3
静海 LB170252 太空世界 刘思诺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张金平 3
静海 LB170259 面包树 尚晨玉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3
静海 LB170299 地球飞船 刘瑶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王建英 3
静海 LB170300 遨游太空 沈椿迪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王霞 3
静海 LB170317 月亮船 张娜娜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王建英 3
静海 LB170371 太空漫步 岳欣诺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王霞 3
静海 LB170374 苹果园里的机器人 刘芮菁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王霞 3
静海 QB170031 未来农业 王艺涵 三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肖慕珍 3
静海 QB170038 未来世界 王禹梦 四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任秀梅 3
静海 QB170043 居住太空 翟冬玥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王欣 3
静海 SC170074 梦中的太空 何焱 六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杨树明 3
静海 SC170076 海洋家园 季好 五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唐官屯镇满意庄小学 姜浩 3
静海 SC170100 空气净化器 刘欣怡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王霞 3
静海 SC170108 小小太空旅行者 田博文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县瀛海学校 王霞 3
静海 SC170110 未来生活 王代泽 二年级 天津市静海区瀛海学校 王欣 3
南开 GB170003 天空之城 郝泽瑞 六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赵昆 3
南开 GB170004 机器人阿莫 丁锐 二年级 育红中学 王璐璐 3
南开 LB170076 潜水艇上的家 胡馨月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跃升里小学 吕丽 3
南开 LB170113 星空对接 宋一锐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王铁钧 3
南开 LB170266 我的星际漫游套装 任玥萤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赵昆 3
南开 LB170418 《绿氧分子乐园》 胡欣彤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杨慧 3
南开 LB170419 《 未来的树房子》 郗婷婷 六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汾水道小学 杨慧 3
南开 LB170422 我的房子最棒 郭一诺 二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小学 黄艳 3
南开 LB170443 《小区里的钢铁卫士》 杜晨晨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华宁道小学 李亚男 3
南开 LB170448 《太空上的生命》 周雪慧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华宁道小学 李亚男 3
南开 LB170449 《太空的邀请》 易博灜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华宁道小学 李亚男 3
南开 LB170451 新鲜空气制造机 刘嘉琪 五年级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张爱军 3
南开 LB170461 未来太空世界 孙宸 二年级 南开区第二中心小学 杨志钢 3
南开 LB170466 云的天地 庞雨晴 六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川府里小学 宋芯瑶 3
南开 OT170112 未来的月球 李嘉瑞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新星小学 石莉 3
南开 OT170113 未来图书馆 杨方昊 五年级 天津大学附属小学 张爱军 3
南开 OT170114 “R-35”机甲 冯赫霖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科技实验小学 张鑫 3
南开 OT170115 我是未来设计师 许艺珈 四年级 天津南开科技实验小学 张鑫 3
南开 OT170116 天空之城 张梓楸 二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实验学校 石莉 3
南开 QB170014 街景 李梦越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中营小学 王铁钧 3
南开 QB170015 网络时代 余梓豪 二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育红中学 张景 3
南开 QB170027 未来家园 马煜轩 一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南开小学 于志成 3
南开 QB170052 天津之心 张瀚澎 三年级 天津市南开翔宇学校 王欣 3
南开 SC170085 未来的世界 伍诗文 五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五马路小学 敖琳 3
南开 SC170125 未来机器人 桑圆圆 四年级 天津市南开区勤敏小学 崔莹 3
宁河 GH170001 雾霾变现形器 韩宇旺 五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谷彬 3
宁河 LB170243 我们一起去上学 徐一宸 二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LB170258 珍惜每一滴水 崔钰全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二小学 王志成 3
宁河 LB170275 多功能环保节能车 邓广涵 五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谷彬 3
宁河 LB170280 地球通道 胡晨茜 六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LB170282 善良一号 董成竹 四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LB170291 未来农场 李硕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淮淀乡南淮淀小学 张学艳 3
宁河 LB170306 海底清洁观光船 马浩天 一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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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河 LB170310 清洁始于足下 张润竹 一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LB170314 奇妙的海底旅行 刘欣蕊 六年级 宁河区潘庄镇大龙湾小学 朱英男 3
宁河 LB170316 太阳能清洁汽车 李亚诺 二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LB170321 幻想宇宙 庞蕾 六年级 宁河区淮淀乡乐善庄小学 刘丽婷 3
宁河 LB170323 注视 窦淑涵 二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刘凤观 3
宁河 LB170329 我们要绿水青山 刘怡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二小学 王志成 3
宁河 LB170331 航天梦 刘芷含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二小学 王志成 3
宁河 LB170332 水果世界 杨建莹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第二小学 王志成 3
宁河 LB170334 伟大的中国梦 姜潇颖 六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大贾庄小学 朱英男 3
宁河 LB170345 未来学校 董曦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淮淀乡南淮淀小学 张学艳 3
宁河 LB170368 机器人比赛 李研 三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淮淀乡乐善庄小学 刘丽婷 3
宁河 LB170377 太空列车 陈欣恬 四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桥北新区第一小学 马东起 3
宁河 LB170381 绿色家园 王金博 六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大八亩坨小学 邵蕊 3
宁河 LB170385 我的家乡 郑馨梦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北淮淀小学 刘洋 3
宁河 LB170386 雨水回收净化机 陈福欢 五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潘庄镇东塘坨小学 王箫 3
宁河 LB170407 智能环保机器人 冯会然 二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造甲中学 王全越 3
宁河 OT170074 机器鼠 王晗烨 六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3
宁河 OT170076 多功能婴儿床 曾云龙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皇姑庄小学 史丽君 3
宁河 OT170087 星球穿梭 任婉怡 六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廉庄中学 岳广媛 3
宁河 OT170091 星球之旅 任忠妍 六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廉庄中学 岳广媛 3
宁河 QB170041 我们的海洋 王宥熙 一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QB170044 地球的脚 王抒意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北淮淀小学 刘洋 3
宁河 QB170046 太空站 王琼 三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桥北新区第一小学 苏胜男 3
宁河 QB170048 地球驻颜术 王安琪 四年级 天津市宁河区七里海镇大八亩坨小学 邵蕊 3
宁河 SC170079 新型机器人 李昊泽 一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SC170081 未来星球 魏俊尧 三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无 3
宁河 SC170088 未来 吕熙峰 二年级 宁河县芦台镇第一小学 谷彬 3
宁河 SF170047 海洋观光 张蕊 二年级 天津市宁河县廉庄中学 岳广媛 3
铁厂 AL170046 春天的味道 周诗雨 三年级 天津铁厂庞岐沟小学校 罗敏 3
铁厂 AL170056  幽静的小屋 王若溪 五年级 天津铁厂庞岐沟小学校 罗敏 3
铁厂 AL170061 未来星空我的梦 李子谦 一年级 天津铁厂庞岐沟小学校 罗敏 3
铁厂 AL170062 水中净莲 邓雨曦 五年级 天津铁厂庞岐沟小学校 罗敏 3
铁厂 AL170063 生命之源 杨子萱 五年级 天津铁厂庞岐沟小学校 罗敏 3
铁厂 AL170064 爱我你就亲亲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李鑫源 四年级 天津铁厂庞歧沟小学 罗敏 3
铁厂 AL170065 我的“小猫”朋友 刘缌家 五年级 天津铁厂庞岐沟小学校 罗敏 3
铁厂 LB170491 环保机器人 李欣纯 六年级 天津铁厂第二小学 杨茉 3
铁厂 OT170117 斯克莱特与坚果 王曦 五年级 天铁集团第一小学 苗伟 3
武清 AL170028 《太阳能雾霾处理器》 王娇阳 二年级 天津市杨村第六中学 李雅梅 3
武清 AL170048 绿色未来城 黄骏 二年级 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3
武清 AL170049 宇宙邮递 张欣蕊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畔水庭苑中心小学 时文清 3
武清 AL170051 遨游太阳系 王俪洁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畔水庭苑中心小学 张永刚 3
武清 LB170101 我的校园 明芳竹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二街中心小学 张加启 3
武清 LB170147 汽车自动控制 沙福垚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3
武清 LB170155 节能环保车 孔佑睿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二街中心小学 张加启 3
武清 LB170171 汽车碰撞保护器 沙福众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3
武清 LB170180 能量通道 赵鹏燕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石各庄镇敖嘴中心小学 沙立国 3
武清 LB170182 外星球生活 李梓仪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董奇远 3
武清 LB170194 多功能鞋子 赵正熙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丹丹 3
武清 LB170196 月球新家园 孙誉嘉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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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队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年级 作者学校 指导教师 奖级
武清 LB170202 地球村 刘纾羽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严鹏 3
武清 LB170204 高空净化器 张瑛倩 五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贺达 3
武清 LB170206 未来世界 孙铭远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丹丹 3
武清 LB170207 和谐新家园 张育嘉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杨 3
武清 LB170209 未来小建筑师 白雨涵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张玉秀 3
武清 LB170210 未来之战 冯悠然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冯书娟 3
武清 LB170214 天空之城 李雨樊 二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陈莉华 3
武清 LB170220 雾霾吸尘飞船 张琥正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刘颖 3
武清 LB170223 空中家园 张碧莹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孙国艳 3
武清 LB170226 外形基因转化树 董欣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杨村第十二小学 石悦 3
武清 LB170268 雾霾机 许育竹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杨村第十二小学 孙丹 3
武清 LB170292 尾气处理器 孔佑予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二街中心小学 赵淑云 3
武清 LB170311 空气净化机 孙鑫雨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二街中心小学 高金花 3
武清 LB170315 过期食品识别镜 禹天忆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二街中心小学 高金花 3
武清 LB170335 欢乐大家庭 杨育杭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杨文荣 3
武清 LB170366 实现美丽天空梦 谭茗月 五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贺达 3
武清 LB170378 海底世界 张洪雪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畔水庭苑中心小学 赵倩 3
武清 LB170396 开学第一天 孙斌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畔水庭苑中心小学 赵倩 3
武清 OT170107 时空晚餐 辛蕊 一年级 武清区杨村第十中学 赵娜 3
武清 QB170025 环境 陈思锦 五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葛旭楠 3
武清 QB170028 太空玉米种植 吴家怡 四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董奇远 3
武清 QB170029 机械长牙狮 鲍子峰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王庄军民小学 董奇远 3
武清 QB170030 梦幻地球 鲁思晨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高萌 3
武清 QB170035 地球吸尘器 王一然 五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王桂华 3
武清 SC170047 未来生活 梅晓璇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陈嘴镇陈嘴中心小学 郭继堂 3
武清 SC170067 节能飞船 王鑫笛 五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王桂华 3
武清 SC170068 探索美丽宇宙 马晴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六小学 范振丽 3
武清 SC170069 神奇的科技树 程湘贻 五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六小学 姜春利 3
武清 SC170078 天空之城 冉甲奇 六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南蔡村镇畔水庭苑中心小学 时文清 3
武清 SC170087 现代科技 王广琳 五年级 天津武清杨村第十一小学 贺达 3
武清 SC170119 机器人除草机 孙艺珑 三年级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小学部 刘峥 3
武清 SC170123 多功能植树采摘机 李朝阳 四年级 天津英华国际学校小学部 刘峥 3
武清 SF170042 未来住宅 张筱璇 三年级 天津市武清区杨村第十小学 甄学荣 3
西青 LB170284 天空之城 牛欣怡 六年级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李建敏 3
西青 LB170303 多功能机器人 左烁楠 六年级 天津师范大学第三附属小学 牛春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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