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餐模式使用说明及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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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安装 

1.1. 收银机系统 

系统 是否支持 

windows 7 推荐使用 

windows xp 支持 

windows8.1 支持 

windows10 支持 

MAC 不支持 

 

1.2. 收银机配置 

配置 推荐使用 

从机 CPU 型号 赛扬 1037 以上 

主机 CPU 型号 酷睿 i3  以上 

1.3. 注意事项 

软件暂不支持中文目录安装，必须安装在非中文目录； 

软件所安装的系统需安装 VC2008++、VC2010++、framework4.0 运行库具体下载可到 360

软件管家等类似的应用聚合站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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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操作 

2.1. 注册/登陆 

2.1.1. 客户端注册 

在智慧餐饮管理系统安装后的登陆界面右下角，点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账号流程。 

其中管理账号不支持中文名注册，注册的时候需要选择餐饮模式。 

 

 

中餐模式：先点餐，就餐完成后结账，比如海底捞火锅，在智慧餐饮系统中的差别是中餐模式下

系统中存在桌位，开台点餐后即可在厨房下单，然后就餐，后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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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模式：在系统中没有桌台，进入系统默认界面为菜品，点餐后需结账后厨房才会打印订单，

然后就餐，如麦当劳、肯德基等知名快餐企业 

2.1.2. 网站注册 

在浏览器输入网址，点击页面内注册按钮可在网页端注册账号。 

2.1.3. 登陆 

与账号注册一样，系统账号可以从客户端、网页版登陆， 

网页版登陆后进入后台管理中心，可以看到会员管理系统、平台商管理平台以及账户管理。 

登陆时可以选择是否记住密码，是否自动登陆，勾选记住密码时下次登陆将不需要输入密码。 

 

（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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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找回密码 

如果您的账号密码忘记，可以登录网站，通过注册的手机号或邮箱找回密码。 

2.2. 主从模式 

操作说明： 

1、 主机服务器选择“本机 IP”，其他收银机的服务器填写主机的 IP 地址。 

2、 其他收银机网络跟主机必须在同一局域网； 

在从机上：开始》运行》输入“cmd”确认》输入“ping 192.168.X.X”》确认；如果丢失为 0 则在

同一局域网，反这，请修改网络设置（192.168.X.X 是主机 IP） 

3、 主机防火墙为关闭状态 

开始》控制面板》系统和安全》检查防火墙状态》启用或关闭 Windows 防火墙，检查防火墙

状态； 

4、确保主机为登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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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多台收银机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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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堂食 

 

 

 

 

（图 1）快餐模式 

如上图所示： 

系统第一栏为状态栏，其中包含了系统的版本号，是否在线状态、后厨打印机状态以及系统设

置； 

第二栏为菜品分类 

第三栏为点餐区域，左侧展示商品，右侧展示的是已下单的商品 

当前系统的版本号 

菜品分类 

桌位号 

厨房打印机状态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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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点餐流程 

正常下单流程： 

 

 

挂单下单流程： 

 

注：挂单的作用，把单子暂时存放在这里，先操作其他的单子结账后，再把已挂单子提取继续点

餐下单。 

点击未下单的商品，出来的弹框为： 

 

2.3.2. 流水号 

右下角有个流水号，等于快餐店的牌号，用于区分不同客人的点餐。 

在后台设置>>系统设置>>门店收银方式>>可以设置流水号是自动生成还是手动填写。 

2.3.3. 商品称重 

如果商品中产生需要称重计算价格的（如冒菜、烤鱼等），则需要在建立商品时选择称重计量， 

如果接入了电子秤，系统在确认称重页面会自动读取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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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结账时，如果订单有未称重的商品，必须填写称重值才能进入结账页面 

2.3.4. 收银结账 

2.3.4.1. 优惠方式 

支持优惠券、代金券、会员优惠、抹零优惠、在线支付优惠等多种优惠方式同时使用； 

2.3.4.2. 结账方式 

目前已支持现金结账、会员余额结账、POS 刷卡、自定义收银方式、联合结账、挂账等 

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稍后才会支持 

说明： 

POS 刷卡：必须使用软件提供商提供的 pos 机才能使用银联刷卡； 

自定义收银方式：商家可以自己创建一种收银方式结账，请点击后台管理>>系统设置>>门店收

银方式>>添加收银方式； 

联合结账：用两种或者多种方式进行结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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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外卖 

2.4.1. 外卖点餐 

在系统功能栏点击【外卖】进入外卖操作界面，进入外卖后进行点餐，操作步骤与快餐堂食相比

多了【订单信息的填写】，主要包含外卖送餐时间、送餐地址、电话、联系人等重要信息。其他

操作流程与堂食相同，如下： 

 

注：新版外卖中对订单信息不再强制填写。 

 

（图 6-1）订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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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更多】 

点击右下角【更多】可以选择落单打厨、落单不打厨、赠菜/退菜、催菜等操作。 

外卖与堂食一样，同样的可以对菜品进行备注、临时改价操作，如图（图 6-2） 

 

（图 6-2） 

在点餐页面点更多还有更多的操作，针对在订单中操作【更改消费】进入还有更多操作： 

【落单打厨】把此订单还未落单的商品下单并打印到厨房，前台也会打印 

【落单不打厨】把此订单还未落单的商品不会打印只是前台会出小票 

【查看退菜】查看此桌已经退了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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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菜】如果此桌太久没上菜，服务员可以帮忙催菜，厨房打催菜单，通知尽快上菜 

【赠菜/退菜】退菜页面 可以设置是否把需要退的商品通知到厨房，厨房就不再准备 

【重新打厨】把此订单已经落单的商品重新打印到厨房，前台不会再打 

 

2.5. 会员 

会员同服务端会员管理一致。该功能属于在线功能。无网络时，该功能不能使用。同时，也

无法使用会员结账。 

 

2.6. 订单 

2.6.1. 堂食订单 

呈现堂食中的订单，包括进行中、已完成、取消的订单。包括客户端开台点餐和手机扫码点

餐。 

进行中的订单可以操作“更改消费”、“取消订单”、“结账”、“打印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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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消费——同加菜，需要关联服务员。 

 

结账——跳转至结账页 

打印清单——再次打印已点菜品 

 

已完成——堂食已结账的订单，已完成订单可以打印清单，可以反结账。 

反结账——订单结算错误，可通过该操作重新结账。点击反结账，输入理由可到桌位下重新

结账，反结账时限为 8 小时并且未交班的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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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取消——查看已取消的订单。 

2.6.2. 外卖订单 

外卖订单包括堂食外卖和手机外卖（微信、公众号）。 

待审核——后台配置外卖订单需要审核后，查看手机外卖产生的订单。 

进行中——未结账的外卖订单。 

已完成——已结账的外卖订单，可操作反结账和打印清单。反结账和打印清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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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服务端配置外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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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饿了么外卖 

饿了么外卖需要饿了么平台手动开通，开通流程如下：

 

 

2.6.4. 美团外卖 

通过美团分配的账号/密码登录后，可进入接单，打印到后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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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百度外卖 

通过百度分配的账号/密码登录后，可进入接单，打印到后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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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 退订金记录 

查看已退订金的订单。 

2.7. 消息 

2.7.1. 微信消息 

微信消息需要结合“微信公众号”使用，通过微信，商家跟客户可以实时聊天！立即沟通，

好需要使用请先申请微信公众号。 

 

2.7.2. 来电中心 

来电中心需要结合“来电宝”使用，在客户来电时，马上听得进去客户喜好、消费记录等信

息，全面洞悉客户心理，掌控客户行为，让餐厅客户更具针对性，提升客户体验。 



                                                    文档最后更新日期：2016-09-06 

 19 / 40 
 

 

2.7.3. 呼叫消息 

店内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扫描餐桌二维码自助点餐，后厨自动收到做菜信息；也可以随时

随地用手机浏览店家的菜品进行订桌、外卖、排号、支付等，订单提醒功能可将网上订单实

时反馈到店内系统，无需要商家工值守。大大降低餐厅的人力成本。 

 

顾客呼叫——顾客通过手机呼叫的消息。 

2.7.4. 设置 

设置各类语音播放的项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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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交班 

2.8.1. 当班交班 

当班交班的概况，当班交班可以查看明细、确认交班和预打印。 

如下图。 

 

查看明细——查看交班的各类统计数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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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交班——系统打印交班概况，重启系统。 

 

预打印——先打印交班概况，用于交班前核对各类统计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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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 今日统计 

查看今日各类统计数据。 

 

 

2.8.3. 交班记录 

查看交班记录，同时可以查看到详细的统计数据，详细展示内容同交班中查看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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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电子券 

2.9.1. 发红包 

2.9.1.1. 创建红包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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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2. 发红包 

发送红包后，将打印出小票，小票上有二维码。可按小票上提示信息进行操作。 

 

2.9.2. 发红包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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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发送电子券 

2.9.4. 创建电子券 

 

2.9.5. 发送电子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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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6. 在线核销 

通过二维码阅读器，扫描二维码或通过凭证号，核销电子券。 

打印出的小票上可见二维码和凭证号。 

客户领取的电子券，可通过手机呈现。 

2.9.7. 发送记录 

查看发送的记录。 

2.9.8. 核销记录 

查看核销记录。 

2.10. 后台管理 

同后台管理系统中系统设置。 

2.11. 设置 

2.11.1. 同步状态 

2.11.2. 打印机设置 

打印机设置：设置后厨打印机、前台打印机以及打印模版。 

设置后厨打印机：添加打印机（强烈建议使用驱动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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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前台打印机：打印机驱动安装好后，可设置前台打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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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模版：打印模版可以调整小票打印的格式，包括堂食、外卖、堂食结账和外卖结账。模版更

改后可以通过“恢复默认设置”恢复到系统默认状态。 

 

2.11.3. 外卖设置 

请参照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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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POS 设置 

 

2.11.5. 点餐宝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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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 一键沽清 

2.11.6.1. 沽清规则 

沽清支持每日沽清、累计沽清、一键沽清。 

2.11.6.2. 一键沽清 

一键沽清：客户端手动操作，沽清后客户端、好小二、手机点餐均不能出售该商品。 

一键沽清：客户端手动沽清套餐商品时，套餐不能销售，套餐中包括商品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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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6.3. 累计沽清 

 

2.11.6.4. 每日沽清 

 

2.11.7. 功能选项 

本机菜品设置——可以选择本机不显示哪些菜品分类，方便点餐操作。主要用于主从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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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机图标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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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8. 其他硬件 

设置电子称——电子称目前支持的品牌是【大华】，型号是【ACS-30AB】 

开钱箱——打开钱箱 

 

2.11.9. 出品软件设置 

堂食订单——设置堂食订单的菜品上菜间隔时长，以及上菜总时长 ，超过设置时间系统将有

预警提醒。需要配合出品软件使用。 

外卖订单——设置外卖订单在距离送餐时间多少分钟前主动提醒厨房，并显示在出品软件的

推荐队列中。需要配合出品软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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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菜顺序——菜品同时下单时，设置出品及传菜软件中菜品排列顺序。 

 

2.11.10. 帮助 

查看系统使用帮助文档。 

2.11.11. 重新登录 

重新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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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2. 关闭程序 

退出并关闭程序。 

3. 常见问题 

3.1. 使用多台收银机 

在较多的餐饮店中会有多台收银机的情况，为了多台收银机同步，这时候我们就要应用主从模

式，必须设置其中一个为主机，其他机器为从机，这样才可以正常使用，请在登陆页面设置： 

操作说明： 

 

  

主机选择“本机 ip”，其

他收银机的服务器填写主

机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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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打印机不打印或出现乱码 

1、请检查打印机设置是够正确； 

2、请检查打印是否开启，是否修改过网络导致未跟收银客户端在同一网段； 

3、后厨打印机请使用驱动打印； 

4、可能驱动安装不对，请重新安装驱动； 

4. 配套软硬件说明 

4.1. 博立点餐宝、及基站 

注意点餐宝与基站型号的匹配，部分点餐宝型号暂不支持。  

点餐宝型号 点餐宝版本 基站型号 

BL-08（中餐） 6.03A BL-12 

BL-09（中餐）  6.40D、6.03D、6.00D BL-62 

BL-09（快餐） 6.30D BL-62 

4.2. 好小二 

4.2.1 平板点餐 

安卓 pad，软件下载地址请访问：https://pan.baidu.com/s/1nuGGlrr 

ipad 请在应用商店下载。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hao-xiao-er-ping-ban-dian-

can/id1073022836?mt=8 

 

https://pan.baidu.com/s/1nuGGlrr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hao-xiao-er-ping-ban-dian-can/id1073022836?mt=8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hao-xiao-er-ping-ban-dian-can/id1073022836?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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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手机 app 

安卓手机 app 下载地址：http://pan.baidu.com/s/1nv51AcD 

IOS 版本请访问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hao-xiao-er/id1116026377?mt=8 

4.3. 前台小票打印机 

支持 58mm/80mm 的并口打印机、usb 口、网口等驱动打印机，用来打印收银结账的小票打印

机； 

4.4. 后厨打印机 

目前支持 58mm/80mm，支持驱动打印机（推荐使用）、网络打印机，支持佳博、爱普生、芯

烨 80mm 等品牌的热敏打印机； 

前台下单，系统自动把需要做的菜品通知到厨房，提高厨师做菜速度； 

提示：一般网络打印机都支持驱动打印 

4.5. 电子秤 

目前支持的品牌是【大华】，型号是【ACS-30AB 型】  

4.6. 其他软件 

软件名称 使用人员 功能及介绍 

好小二 app 服务员 安卓系统，服务员用于开台、点餐、收银等操作 

排号系统 客人、迎宾员 Windows 系统，解决商家就餐高峰期排队问题 

http://pan.baidu.com/s/1nv51AcD
https://itunes.apple.com/cn/app/hao-xiao-er/id1116026377?m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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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菜系统 划菜员 Windows 系统，划菜人员使用此软件操作划菜 

出品系统 厨师 Windows 系统，代替厨房打印机，厨师操作这个菜是否

已做 

软件下载地址请访问：https://pan.baidu.com/s/1nuGGlrr 

4.7. 其他硬件 

硬件名称 接口类型 功能及介绍 

会员密码键盘 USB 口 支持 IC 等类型的芯片会员卡 

来电宝 USB 口 来电自动成为会员，并知晓各会员喜好 

钱箱 RJ11 供收银员存放现金，支持市面上所有型号 

二维码阅读器 USB 口 会员结账或电子券使用时扫码，提高收银效率 

扫描枪 USB 口 跟会员二维码阅读器功能一样 

POS 刷卡机 串口 9 针 银联刷卡收银结账，只能支持软件提供方的品牌 

 

 

https://pan.baidu.com/s/1nuGGlr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