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作品编号 作品名称 作者 作者学校 指导教师 城市

1 AL140003 太空梦想 李欣芮 山东省济南市槐荫实验小学 霍霏彤 济南市

2 AL140005 神奇的书 王俊童 青岛桦川路小学 陈晓晨 青岛市

3 AL140006 未来台儿庄古城畅想 孙守运 枣庄市台儿庄区马兰屯镇第二中学 付  璐 枣庄市

4 AL140007 海难逃生舱 吕睿姝 青岛四方小学 钟  艳 青岛市

5 AL140008 地热—--雾霾的“杀手” 李威璁 山东省青岛第七中学 杜龙君 青岛市

6 AL140010 仿生灭虫小机器人 阎嘉宁 山东省青岛第七中学 杜龙君 青岛市

7 AL140011 地下管道泄漏报警器 吕芳怡 山东省青岛第七中学 杜龙君 青岛市

8 AL140013 生态家园 张佳祺 青岛第五十九中学 王梦远 青岛市

9 AL140015 水质净化器 万静茹 海阳市行村镇第二小学 张  霞 烟台市

10 AL140017 新课堂 新世界 刘紫晴 济南市燕山学校小学部 久艺甜 济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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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L140018 新型空气净化器 闫静怡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李  菲 潍坊市

12 AL140019 海岸线人工珊瑚礁基地 马靖雪 临朐县第一实验小学 张晓萌 潍坊市

13 AL140023 器官培育树 辛洪利 山东省莱州汇泉学校 孙春玲 烟台市

14 AL140029 New City(新城) 曲依琳 威海市第二实验小学 梁丙荟 威海市

15 AL140033 我的环保梦 宋程林 荣成市寻山街道中心完小 孙华春 威海市

16 AL140034 随心而变  驭伞飞翔 黄家兴 荣成市第二实验小学 王琳娜 威海市

17 AL140036 中华号雾霾消失器 杨明睿 山东省荣成市实验小学 林洪珍 威海市

18 AL140038 空气净化转换器 李欣亚 泰安市东岳中学 高红卫 泰安市

19 AL140039 载梦探索 殷若曦 德州市实验小学 迟  茜 德州市

20 AL140040 城市雾霾转化器 蔡润琦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召口中学 吴丽娟 淄博市

21 AL140043 《太空之城》 苏  畅 定陶县实验小学 万雪真 荷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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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AL140044 《中国太空月球城》 曹宏冰 定陶县北关小学 万雪真 荷泽市

23 AL140048 地球超级吸尘器 孙启航 枣庄市市中区红旗小学 韩秀娟 枣庄市

24 BH140001 空气污染处理器 周奎羽 临沂第九实验小学 卢立远 临沂市

25 DN140001 征服电脑世界 王树欣 山东省潍坊新华中学 张桂香 潍坊市

26 LB140001 太空登月 候德韵 临清市武训实验小学 陈林生 聊城市

27 LB140010 《尾气转换机》 尹颂宇 山东省章丘市东山小学 韩  宁 济南市

28 LB140013 树叶造纸机 李凯璇 聊城市东昌府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李  勇 聊城市

29 LB140014 空中降水器 任心齐 聊城市东昌府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姚辉磊 聊城市

30 LB140015 雾霾净化器 李佳乐 聊城市东昌府区青少年素质教育实践基地 张书欣 聊城市

31 LB140020 海底吸尘器 王  莹 莒南县第二实验小学 潘广惠 临沂市

32 LB140022 沙漠之神—光源成水器 赵柯豪 山东省临沂市沂水县第三实验小学 高庆霞 临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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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LB140023 糖果除霾器 刘子轩 济南市花园小学 李  暖 济南市

34 LB140025 服装更新机 毛  婕 山东省日照市金海岸小学 刘晓梅 日照市

35 LB140028 又见“光明” 顾铭蕊 临沂市罗庄区册山街道办事处中心小学 周  艳 临沂市

36 LB140032 太空站飞船 咸霁恒 潍坊诸城市昌城树一中学 李淑玲 潍坊市

37 LB140040 海底开采可燃冰 刘昊鹏 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新城中学 刘桂萍 潍坊市

38 LB140047 未来城市 — 清洁能源 武文清 泰安市泰山双语学校 扈文静 泰安市

39 LB140049 雾霾处理器 张布克 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王乐芳 泰安市

40 LB140050 南极考察车 赵  敏 诸城市龙源学校 孙  英 潍坊市

41 LB140052 废气回收转换机 任志颖 山东省荣成市第十二中学 李  金 威海市

42 LB140053 土壤改良机 丛慧颖 山东省文登市实验小学 刘  平 威海市

43 LB140058 未来的太空城市 李冬睿 莱芜市钢城友谊路小学 吕蓓如 莱芜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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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LB140061 妈妈的好帮手 祝心怡 山东省莱州市实验小学 田旭丽 烟台市

45 LB140071 未来的中国太空城 徐昊龙 泰安市东岳中学 王  涛 泰安市

46 LB140072 《太空飞行器》 李玮佳 莱芜市钢城友谊路小学 张玉龙 莱芜市

47 LB140073 《神奇的袖珍农场》 张文远 莱芜市钢城友谊路小学 张玉龙 莱芜市

48 LB140076 花儿更红了 吕建萍 莱芜市钢城区钢城共建路学校 鉴秀杰 莱芜市

49 LB140086 《未来乙醇工厂》 崔寒冰 东营市利津县北宋镇实验学校 谭  强 东营市

50 LB140091 葫芦城市 陈梓涵 德州市建设街小学 曲莉莉 德州市

51 LB140099 女娲号太空垃圾处理器 吴  桐 东营市胜利油田第一中学 耿敏敏 东营市

52 LB140100 会飞的城市 韩欣悦 东营市胜利第一中学 燕长兴 东营市

53 OT140003 未来服装之私人定制 冉  玥 青岛鞍山二路小学 周  红 青岛市

54 OT140007 智能空气净化分解排送系统 秦嘉晨 山东省青岛第四十七中学 卢  敬 青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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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OT140008 多功能森林卫士 张正正 临沂孟园小学 周  丽 临沂市

56 OT140018 飞翔的梦 夏铭悦 滕州市张汪镇夏楼小学 张高升 枣庄市

57 OT140021 纳米呼吸孔 李金恒 山东省诸城市实验初级中学 刘英姿 潍坊市

58 OT140034 太空游乐城 秦修雨 济宁市任城区二十里铺中心小学 肖丙军 济宁市

59 OT140049 海底世界 孙道明 淄博市临淄区雪宫中学 李海东 淄博市

60 OT140053 农田益友 夏瑞清 淄博市临淄区实验中学 郭  青 淄博市

61 OT140054 太空旅行 李诗睿 东营市春晖小学 王建功 东营市

62 OT140059 植物、氧气、绿色之家 马邦训 枣庄市市中区红旗小学 魏雪莹 枣庄市

63 OT140068 多功能房子 陈禹赫 东营市胜利第二小学 林  丽 东营市

64 QB140005 海洋生物开发 郝格卉 山东省莱州市莱州中心小学 宿静静 烟台市

65 QB140008 能吃的蓝藻房子 赵明超 山东省昌乐县实验中学 赵书梅 潍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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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SC140008 人民日报科技版 赵金铭 章丘市实验小学 张  婷 济南市

67 SC140012 太空绿色生态基地 戴梦琦 青岛超银中学 郁扬子 青岛市

68 SC140014 PM2.5转换器 黄  棣 青岛人民路第一小学 邹  颖 青岛市

69 SC140015 新鲜空气供应站 闫  超 青岛郑州路小学 韩筱鸥 青岛市

70 SC140021 未来的城市 朱家正 济南市经五路小学 侯海莲 济南市

71 SC140024 海洋能量库 赵百曈 青岛三十九中（海大附中） 刘德明 青岛市

72 SC140026 海底分类吸尘器 孙辅蔓 威海市长征小学 夏艺铭 威海市

73 SC140034 未来地月神话 崔瀚文 烟台市莱山区实验小学 冯  颖 烟台市

74 SC140035 深海探索 吴欣豫 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实验小学 冯展奎 日照市

75 SC140037 《未来梦》 魏煜昕 滕州市实验小学新校南校 刘媛媛 枣庄市

76 SC140046 动物防弹衣 于源林 山东省莱州市双语学校 刘福秋 烟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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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SC140048 雾霾处理器 刘轩竹 山东省昌邑市都昌街办南逄初中 史晓华 潍坊市

78 SC140049 太空家园 陆通瑞 山东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王  敏 济南市

79 SC140059 绿叶发电真神奇 王景皓 山东省莱州市实验小学 崔一超 烟台市

80 SC140060 未来果园好帮手 殷汝雅 山东省泰安市实验学校 马  雯 泰安市

81 SC140065 太空航班 高铭璇 泰安市泰山学院附中 扈文静 泰安市

82 SC140076 高科技交通图 王彤彤 德州市天衢东路小学 路  璐 德州市

83 SC140079 梦幻家具制造厂 吕文茹 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实验小学 苏  花 淄博市

84 SC140085 雾霾终结者 岳舒畅 山东省德州市平原县桃园办事处中心小学 苗  青 德州市

85 SC140089 种太阳 李明悦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码头镇广田小学 宋元鑫 滨州市

86 SC140093 未来的家园 李  响 枣庄市峄城区榴园镇匡谈小学 张军涛 枣庄市

87 SC140102 美丽的未来世界 许树雪 无棣县柳堡学校 商玉兵 滨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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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SC140103 无所不“能” 王丹妮 滨州市博兴实验中学 付立波 滨州市

89 SC140104 未来的世界 肖圣雪 济宁学院附属小学 郗  静 济宁市

90 SF140001 《探索》 杨若婕 临沂第十二中学 马  蕾 临沂市

91 SF140002 空中消防中心 肖雅文 青岛寿光路小学 鄢  洁 青岛市

92 SF140006 宇宙射线转能站 张俊奕 潍坊市奎文区先锋小学 王桂叶 潍坊市

93 SF140008 《梦幻家园》 孙茹欣 山东省肥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阴凌辉 泰安市

94 SF140009 《未来海洋基地》 李佳晟 泰安市泰山双语学校 赵银玲 泰安市

95 SF140010 《雾霾转换机——还我美丽新世界》 安龙鑫 日照山海天旅游度假区安哲小学 李菲菲 日照市

96 SF140011 新能源空气净化机 张珑旭 泰安市泰山双语学校 马  雯 泰安市

97 SF140014 净化雾霾树——让我们的天空更美丽 林洲锐 泰安市泰山双语学校 李芝战 泰安市

98 SF140016 太空旅行团 姚淑琪 德州市陵县第五中学 潘婷婷 德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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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YH140001 自然能源转换站 张  冉 临沂第九实验小学 卢立远 临沂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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