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更高效
“刷脸”进校背后 未来学校雏形可见

进校门不用再打卡，“刷脸”就可
以进。这样的景象发生在重庆市铁
路中学。

作为重庆市首批智慧校园示范
学校，铁路中学从两年前开始使用智
能移动办公平台，在校园管理上率先
实现智能化，同时引进人脸识别技术
与校园管理相结合，无论是进校、借
书还是吃饭等，都可以直接“刷脸”。
学生高兴地说，现在的学校简直科技
感十足！

目前铁路中学已将校园服务、人
事行政、值班值日、教学教务、家校沟
通及个人应用全部数字化，打造出独
有的校园数字化管理大平台。

数字化管理大平台为铁路中学
带来了什么？

该校相关负责人谈到，行政审批
更方便、协同沟通更顺畅、家校沟通
更透明、校园安全更保障，还有一点
就是数字化管理大平台还实现了数
据联通，进一步丰富办学内涵。

未来校园，其实就是时时处处充
满智慧的校园。

近年来，九龙坡积极推进智慧校
园建设试点工作，搭建了全区教育系
统智慧办公平台，以及全市首个校园
网站群管理系统，积极推进教育信息
化管理。去年该区有6所学校成功
申报为全市智慧校园示范校。此外
该区还积极推进以红光中学、人和中

学等为引领的学校网络学习空间“人
人通”建设和应用，红光中学更是被
评为2018年全国网络学习空间应用
普及活动国家级优秀示范学校。

目前九龙坡全区校园网络校校
通开通率达100%，全区优质资源班
班通覆盖率达100%，全区学校监控
覆盖率达100%。

在成立教育信息网络与信息安
全领导小组，加强区教育信息技术与
装备中心建设的基础上，今年以来，
九龙坡还多次开展智慧校园管理及
应用培训活动，建立激励机制、评价
考核等，教委端、学校端、教师端、学
生端、家长端为一体的智慧校园应用
日益完善。今年5月，九龙坡教委还
组织召开全区智慧校园建设研讨会，
进一步推动各校打造智慧校园和智
慧课堂等。

教学更优质
课堂“活起来”深化基础教育改革

九龙坡区火炬小学是首批重庆
市智慧校园示范学校，智慧教育这张
名片是如何锤炼而成的？这还得从
学校的智慧课堂说起。

火炬小学坚持“以疑为轴、以学
为本、科技为用、习得为标”，构建智
慧课堂“自学生疑—合学质疑—导学
释疑—拓学升疑”四环节。“启智课
堂”总是那么的鲜活。

课前，学生可以通过教师推送的
资源包自主学习，里面包括了学习清

单、微课资源、自测练习等学习资源。
课堂上，学生可借助互动学习平

台实现教师和同学的有效互动，并在
互动中进行探究式学习。通过这样
的方式，学生答题情况得到实时记录
和分析，教师可以第一时间掌握学生
学习状况，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指导
点评。智能化和大数据影响下的“启
智课堂”还扩大了传统教学的容量，
既有达标检测，还有知识拓展延伸。
而课后无论是师生还是家长都可以
一键登录APP，回顾查看课堂学习情
况。

通过对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堂学
习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火炬小学明显

看到变化，学习效果提升了、教学方
法高效了、师生互动增多了、作业评
价多元了……恰如学校相关负责人
所言，智慧课堂对基础教育改革发展
将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为推动教育资源的共建共享，提
升学校教学质量，九龙坡专门建成了
九龙微课学习中心，实现了全区微课
资源共享。目前微课学习中心已有
微课资源10380个，涵盖中小学各学
科部分知识点，并支持视频学习、在
线作业发布、及时交流、自动转码等
功能。此外九龙坡还连续举办了5
届微课大赛，推动了微课资源的制作
和应用。

“云学习”“云交流”在九龙坡教
师心中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
开展以来，该区各学校各学科教师积
极参与网上晒课，加强了教师之间的
学习交流，特别是“优课”，更是为教
师在教育教学和教研工作方面提供
了可参考的范例。仅去年一年，九龙
坡就新增了部级优课17余节、市级
优课65节。

另外，九龙坡区还建成了全市首
个校园微信直播系统，该区学校都可
实现教育教学活动的直播，有的学校
智慧课堂展示直播在线观看达210
余万人次。

成果更丰富
路径又新又多 加速教育信息化发展

为进一步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和应用能力，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教
学的深度融合，九龙坡区还组织开展
信息技术教学应用成果评选活动，共
计收到36所学校的264件作品，近
200件作品获奖，7所学校获优秀组
织奖。

去年九龙坡还举办了“计算思维
编程竞技”竞赛活动，并编写计算机
编程地方教材《与Scratch走进学科
学习》，目前正组织编写第二本教程
《与C++走进学科学习》，此举推动
了编程走进课堂、走入学生心中，为
培养更多具备信息化能力和素养的
人才打下了基础。

推动教育信息化大发展关键是
将信息技术引入育人全方位、全过
程。目前，九龙坡区正搭建更多平
台、运用更多手段形成教育信息化的
丰富成果，以教育信息化推动教育改
革创新。

例如，在全区中小学建设录播教
室、创客空间、多功能演播厅、学科教
室和其他创新实验室。目前全区约
300间创新实验室。同时，该区还成
立了6个创新实验室联盟，全方位推
动常规实验室与创新实验室的管理
与应用，取得良好效果。

又如积极开展信息技术课题研
究以来，九龙坡有4个单位获中央电
教馆教育信息技术重点课题立项，2
所学校市级课题《云课堂教学应用策
略研究》子课题结题验收，4所学校

“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基于互联
网+开展中小学创客教育途径与方
法研究》子课题结题。

再如，建成全区图书管理系统，
实现全区图书管理自动化，谢家湾小
学、育才中学成功申报“全国最美校
园书屋”，4所学校成功申报“重庆市
最美校园书屋”。

据悉，下一步九龙坡还将沿着
“基础在建设、重点在管理、关键在应
用”的思路加快全区教育信息化大发
展，包括实施教育城域网升级改造、
教育云平台、虚拟化云桌面系统、网
络空间人人通等项目。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九龙坡区教委提供

学校智慧课堂

“智”绘教育“数”造未来

重庆，正在高质量、高水平打造一座智慧之城、未来之城。在全国大数据智能化发展的前沿阵地，重庆教育的信息化发展也立起标杆。
立足为经济赋能、为生活添彩，教育信息化需要有更深度的思考和行动。
于九龙坡而言，教育信息化不仅是要做到硬件升级、软件提质，还要不断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度，让信息技术真正实现为师生成长和学校发展所用，并通

过资源共享的方式缩短城乡、校校之间的办学差距。
在“智汇九龙坡，云上山水城”全域建设人工智能城市的思路下，九龙坡布局了“1123信息化建设体系”，稳步推进教育信息化，用智能技术绘就教育色彩，用大数据塑造

教育未来，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成果。

九龙坡信息化镜像折射教育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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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智博会，天友乳业

再度亮相，带来智慧乳业的

全新体验。

“智博会永久落户重

庆，为天友实施智能化产业

改造带来了战略性机遇，我

们希望能通过智博会找到

更多打造智慧乳业的灵

感。”天友乳业总经理费睿

表示，在重庆农投集团整体

部署下，以“工业化、互联

网、智能化”思维打造现代

农业，建立健全农产品农食

品质量安全标准和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成为2019年天

友的核心工作之一，通过大

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相关

的技术实施，以及机构改革

等措施保障，天友的智慧乳

业格局已见端倪。

天友抢占智慧高地 激发乳业创新动能

天友乳业在本届智博会上展示了智能化乳业全产业链

消费者现场体验扫码追溯

2019年，为了深入贯彻重庆农投
集团新时期发展战略，天友乳业开启

“二次创业”新征程。遵从“创新创造、
变革突破”的本质与精髓，并以此为方
针实施天友乳业全产业链智能化改
造，争当全国老牌乳业创新发展和集
团新时期发展的排头兵。重庆农投集
团董事长何勇指出，集团上下首先要
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人们生
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变化，进而引领这
个变化。“一方面，在集团生产过程中
要充分运用智能化的技术对传统产业
进行改造升级，实现产业设计、生产、
运营全方位全过程的智能化，进一步
保障产品品质和安全，满足人们需
求。另一方面，在市场营销方面，集团
要用大数据去研究发现市场需求，去
捕获市场变化，去预测未来的、潜在的
用户需求来指导拉动生产，从而实现
引领市场需求的目标。”

智养好牛产好奶

智能化技术的应用，首先在高品
质乳业的源头——牧场产生了显著的
变化。天友智慧牧场为奶牛创造了更
为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更有效地保
障了高品质原奶的生产。

在奶牛喂养环节，天友乳业利用
TMR精准饲喂系统，通过奶牛计步器
所搜集的数据，分析出奶牛不同时期
的身体状态，并以此为正常期、生理期
等不同时期的奶牛定制日粮配方，进
行全自动化精准投放。除饲料外，饮
用水水温的异常变化也会导致奶牛的
过激反应，为了改善这一影响，天友乳
业对奶牛生活区进行智能化改造，在
食槽安装物联网传感器，并通过对环
境温度、奶牛体温等数据信息的搜集
分析，智能调节食槽水温的同时，还能

监控奶牛生活区的温度，一旦出现高
温预警，智能降温系统便对奶牛自动
冲凉降温，确保奶牛拥有最适宜的生
活环境。以前按照传统的方式，不管
有没有牛在进食，喷淋系统都会不停
喷水，这不但浪费资源，还会制造大量
粪污水。而采用智能喷头，牧场每天
可以节水50吨，同时节约50吨污水
的除污成本。

在原奶生产的关键环节——挤
奶工序上，智能挤奶器具备自动压力
感应功能，在奶牛没有奶之后便会自
动脱落，同时运用物联网技术智能采
集和监控出奶信息，包括一头牛10
分钟之内出奶的情况等。采集好的
牛奶输往奶罐过程中，监控系统将自
动感应牛奶的温度，并在几秒钟以内
迅速降温到4℃，最大限度保证牛奶
极致新鲜。

近年来，随着牧场一系列智能化

改造，管理者不仅能远程实时监控牧
场每一头奶牛的各项情况，甚至可以
通过中控平台分析奶牛生长、产奶等
各项数据，预测12个月之内的牛群规
模及产量走势，使得牧场牛奶的单产
提升了10%，运营成本下降了7%—
8%。此外，原奶各项质量指标更优，
特别是菌落总数控制到1万个/毫升
以内，远远优于欧盟标准。

智造工厂品质优

天友乳业始终坚持88年的品质
信条，好品质除了优质奶源和精湛工
艺的保证外，也离不开全流程信息化
智能化管理。在工厂生产环节，天友
乳业引进美国、德国、瑞典、荷兰、日
本等国际先进的乳品加工流水线，建
立起全自动、高标准、信息化的智能

工厂。
技术人员只要从中控电脑发出各

项指令，生产现场的清洗、配料、杀菌、
发酵、灌装等环节便能自动运行。生
鲜奶从奶牛身上挤出来到形成产品全
部在封闭的管道中运行，能实现包材、
物料输入、产品灌装全流程无菌化管
理。

在物流环节建立智能一体化冷
链仓储物流配送系统，通过物流
TMS系统的建设，利用手机APP即
可全面实现从客户订单导入到车辆
调度、车辆在途GPS动态监控、冷藏
温度实时监测、车载视频实时回传、
产品配送时效路径精准定位、产品
订单进度准确跟踪、手机APP电子
签收等货物配送全过程透明化管
理。通过查询全过程的各种关键参
数和运行记录，能够实现每一盒牛
奶的全程有效追溯。

智慧零售更美好

智慧乳业的打造，归根结底是要
更好地为消费者服务，将“让爱更美
好”的品牌理念变得无处不在、触手可
及。

为了精准捕获市场变化，预测用
户需求，天友乳业坚决实施新零售转
型，依托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

数字化技术进行线上天友电商和线下
天友生活、天友24h自动售卖机的融合
创新，重构消费场景，实现“商品+服
务”、“线上+线下”、“零售+体验”功能。

布局线下的天友生活以及天友
24h能够搜集到不同时段在不同点
位各类产品的销售数据，数据回传
后根据各个区域产品的销量情况进
行精准配货，同时也有助于后续产
品研发、生产环节根据市场情况的
及时优化调整，多渠道洞察消费
者。消费者则可以通过天友到家小
程序，足不出户便享用到定制化乳
品，实现天友到家“当地当天当然新
鲜”的服务承诺。

天友乳业以用户为中心，搭建全
渠道数字化技术体系，实现线上线下
融合、前端后端打通、全渠道布局。
同时，基于数据分析技术，实现全渠
道会员管理、创新商品供应链和电商
运营管理模式，给消费者带来全新消
费体验。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施全产
业链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实现所有经
营数据全覆盖、数据不可更改、数据
可追溯分析，准确把握市场需求，成
为提升经营发展竞争力和经营效益
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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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天友乳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