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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宝和元盛餐饮管理系统是针对各种类型餐饮管理特点综合考虑和设计的管理软件，
是涉及餐饮服务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和管理全过程的现代化信息管理系统，对企
业经营活动进行全面反映、监督、提供实时数据信息，并提供预测分析与决策支持，是
餐饮服务业管理现代化的理想选择。

【系统特点】
1．功能完备
支持多种结算方式，如现金、信用卡、支票、券类、签单等；
支持灵活多样的卡类消费及促销活动；
监督营业过程；
员工业绩考核，能对参与经营活动的服务员、收银员等的工作业绩提供考核依据；
涵盖整个餐饮业的管理流程，并可与酒店管理系统、SPA、浴场管理系统、会所管
理系统、KTV 管理系统、财务软件等多种管理系统无缝联接。
2．操作简便
图形界面直观清晰、结构流畅、操作简便。全中文 Windows 操作系统，用 VC++
编程，运行速度快、操作简捷、安全稳定。
前后台结构
Client/Server 架构；
票据流、资金流全过程实时处理；
规范化、标准化输入输出；
3．安全稳定
支持磁盘镜像、双机热备、服务器群集等多种冗余技术。

【系统要求】
1．工作站配置
工作站最低配置：PII233/64M/1G/10-100M
服务器最低配置：PIII450/128M/10G/10-100M
2．打印机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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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台结帐处建议使用 EPSON 针式票据打印机。
后台管理兼容各种市场主流打印机。
3．软件环境：
服务器端：Windows NT4.0，Netware 4.11 及以上，Linux。
工作站端：DOS，Windows95/98/Me/NT/2000/XP/Vista/Win7。
4、数据库环境：
Pervasive.SQL2000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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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和餐饮综合管理系统功能简介
【前台功能模块】
1． 餐 厅 接 待 登 记


该模块采用“多页面房（桌）号显示系统”来管理入场登记和接待。通过“房（桌）号
显示系统”，可按各区域平面布局直观地显示所有房间、桌位的使用情况；



客户入场时，若为散客，只需点击某一房（桌）号，即可实现开房（桌）进场；若
为团体，则先点击成批接待，即可同时开几个房（桌），给团队消费带来极大便利，
更便于收银员统一结帐；



可实时统计在场人数、人均消费、空闲位数等；



可针对每个桌号设定最低消费价格，并可以在更换桌位时自动调整；



提供桌位及团体通知信息处理功能，在宾客事先有特殊结算要求或有物品寄存的情
况下对该桌位进行通知信息录入，以便结账离店时能提醒收银员进行相应处理或提
醒宾客勿忘寄存物品。

2． 餐 厅 预 订


根据来电号码自动提示客户历史消费信息；



支持在线预订及 iOS App 预订；



桌厅预订采用按向导式预订，方便快捷；



预订抵店处理：预订客人到店后，进行抵店确认处理；



预订查询与管理：可根据按预订时间、餐次、预抵时间、保留时间、预订方式、联
系人、单位名称、联系电话、预订桌数、预订包房数、人数、预收订金、接待人、
接待时间等进行模糊查询，并进行修改调整。

3． 消 费 项 目 录 入


在每个（或几个）消费点设置录入点，客人消费后，服务员只需录入房（桌）号、
消费项目编号（编码可联想）和服务员编码（有没必要输入，根据具体情况在消费
项目录入时设置），存盘即可，系统立即通过网络传输至总台，总台按房（桌）号
自动进行汇总，简单快捷准确；



可支持条码识别录入加快商品销售速度和库存盘点准确性；



可支持 PLU 码（拼音助记码）输入，有助于收银员较简便的熟悉商品输入和加快
不常用消费项目的查询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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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持智能化的厨房出品打印。

4． 可 选 的 iPad 无 线 点 单 (或 触 摸 屏 点 单 )与 厨 房 打 印 系 统
根据用户投资与需求，可选择使用 iPad 无线点单设备或触摸屏，点单后直接传输至厨
房打印机，提高餐厅运营效率与档次，更好地服务于餐厅宾客。从而整个餐厅除了上菜不再
看到人员频繁穿梭，而业务信息在数名服务员指掌之间运作如流。


基于最新 Wi-Fi 网络（无线网络 802.11b）的实时通讯技术开发，实现操作全程实
时双向处理，既能发送点菜信息，同时接受处理结果信息；



接待处理：在场内餐桌数量较多的时候可做移动预定，随时随地查看所有桌位使用
情况，以便及时安排桌位和快速更换桌位；



出品管理：可根据客户需要在点菜时设定菜品口味（酸、甜、辣、咸等）；设定上
菜速度（快、慢、等叫、起菜等）；手写输入特殊要求（放葱、放蒜、不要酱油等）。
全程管理菜品状态，并通过 iPad 反馈给服务员，极大地提高了服务效率与质量；



海鲜监控管理：针对含有海鲜楼的中餐模式，提供了优化的海鲜下单、称重、取样、
加工的工作流程，减少了中间环节，解决了高效率与准确性两大问题；



场内消费查询：通过无线 iPad 实时查询场内尚未结帐的每桌宾客消费项目明细，
并可进行退菜操作和催菜操作；



智能化的厨房出品打印：可通过集中式的打印服务管理，将各桌所需的菜品自动分
类打印到各厨房，并能在厨房打印机一旦出现故障时自动跳转至另一临近打印机上
打印出品，完全地保障了出品完整性和可靠性，从而杜绝了因设备问题造成的宾客
投诉菜品未能及时出品的情况。

5． 统 计 查 询


日收款统计：统计当天各班次收银员的收款情况，也可统计指定过去某一天或某一
阶段具体每位收银员的收银情况，而这一些仅需操作一快捷键即可完成。



收款单查询：可查询当天或过去某一天各收款单的明细，如支付方式、消费情况、
消费金额、折扣情况、收银员姓名等，还可查询指定收款单号的具体情况，为收银
员核对帐单提供方便。



未结帐查询：查询指定未结帐房（桌）号的消费情况或用快捷键翻号查询各房（桌）
号的具体情况，以便适时了解未结帐情况，杜绝漏帐。

6． 结 帐 离 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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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对客人进场、离场时间段内的消费情况进行汇总，生成消费单，客人确认后支
付金额并打印帐单；



团队处理时，收银员只需点击团体房（桌）号之一，系统就会自动弹出其余房（桌）
号，选定后确认，系统即可自动并帐，便于团队结帐；



系统还可实现部分结帐、转帐、转部分帐、挂帐等功能；



支付方式多种多样，可支持现金、支票、信用卡、套票、现金券、磁卡、IC 卡和
感应卡等结帐；



结帐打折时，可按方案统一扣率打折，这样大大提高了结帐速度。也可逐项消费逐
项打折。会员结帐时的打折在系统中的会员折扣对照表中设置，只需插入会员卡，
系统将根据卡的类型和累计消费额度自动进行打折；



自编打印驱动，实现高速美观的票据打印；



支持直接结帐处理：直接录入消费项目，进行结帐处理。用于处理大堂吧消费或外
卖品结算。

7． 结 帐 单 据 查 询 ： 查询已结帐的单据。
8． 场 内 消 费 查 询 ： 查询场内尚未结帐的消费单据。
9． 收 银 报 表 查 询 ： 查询本人收银情况，得出各种支付方式相应的金额。
10． 会 员 查 询 ： 查询会员卡的基本信息及当前余额。
以上功能，均可通过权限与功能定制双重控制，实现系统安全管理。

【后台功能模块】
1． 系 统 参 数 管 理
宝和餐饮管理系统通过对基本信息与控制参数的设置与维护，为系统的稳定、高效运行
提供有力的保障。系统参数管理主要包括说明类信息设置和控制类信息设置两大功能。


说明类信息主要体现宝和元盛餐饮用户的基本概况；



控制类信息的确定，则充分体现了宝和元盛“科技推进商业管理”的宗旨，满足不
同用户的管理需要，使用户能够最大限度地挖掘管理系统的潜能，实施各种营销策
略；



用户权限设置：模块化设计，使宝和餐饮管理系统可以实现严谨的权限控制。

2． 基础档 案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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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和餐饮管理系统中消费项目及商品的编码长度可达 5 节 15 位，具有较强的扩充
性，是整个管理系统经营核算的主线；



桌（台）号档案可采用数字与字母结合编码，实现用户的特殊需求；



服务工种、营业区域设置，根据需求自定义项目，满足用户管理需求；



服务员/促销员设置，自动实现业绩挂钩提成计算；



券类档案设置，可设置优惠券、代金券、变价券等，根据需要灵活运用，实现多样
营销策略；



挂帐客户与供应商设置，全面管理往来帐。

3． 完善的商品、物料流转系统


验收管理：对购进的商品、物料验收，并明确进货责任人；



领用管理：对领用可实施严格的控制，只有具有相应部门权限的人员才能领用相应
部门的商品、物料；



调拨管理：商品、物料在总仓库及各部门之间流转，可管理同品异码商品，解决同
一种商品在不同部门销售的管理问题；



损溢管理：定期或不定期对商品、物料进行盘点，对盘盈、盘亏物品经有关人员审
核后进行相应处理；



加工管理：对整件购进、分拆使用的原料处理，满足休闲、特别是餐饮部门的复杂
需求；



比价管理：通过采价、进货价比较，严格控制采购工作；



进销存统计：可按商品、按部门统计商品、物料的进销存，并按加权平均法计成本；



配送管理：可按前一日或数日的平均销售数、或按设定的库存数，自动生成配送单，
实行库存的最佳控制；



库存预警管理：运用系统巳有的数据资料，借助计算机技术，及时提供商品的进货
决策信息，进行分析判断，选定一个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的最佳经济批量方案，
以控制盲目进货、人情进货、回扣进货等不利因素，降低存货的经营成本和管理成
本。当前库存量小于系统最小库存量与订货期预期销售量合计时，系统可以自动生
成建议订单。建议订单量由系统根据合理的当前库存、最低库存量、平均销售量和
系统设定的权数，自动生成建议订单，据此参考并可以调整订货数量。

4． 丰富的营业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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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密度分析：按日、按月、按营业数量、金额生成彩色柱形图、线形图平面或
3D 立体分析图，按进场消费或结帐时间，显示营业高峰，以合理安排人力运营；
在本功能中，同时显示相关营业数据，全面反映营业状况；



营业合计统计：按消费项目、按服务员统计营业状况，可统计出某道菜或某瓶酒是
由哪些服务员/促销员所送，也可统计出某个服务员做了哪些项目；可将券类消费、
提成金额、会员消费金额从营业额中扣除，正确计算纳税额；



营业明细统计：按大类、小类、明细统计出某一时段所有服务员或某一服务员的营
业项目，自动计算服务员/促销员的业绩提成；



营业分类统计：根据用户自定义的分类项目，统计出用户需要的营业信息；



收银报表查询：查询指定时段收银员分支付方式收款情况，支付方式包括：现金、
支票、信用卡、会员卡、空 IC 卡(回收的 IC 卡)、券类（每种券的回收明细），挂
帐、会员卡续卡金额，及发生的折扣额，并有相应支付方式的笔数，可做为收银员
的业绩考核依据；



结帐单据查询：查询所有已结帐的结帐单；（可根据桌号和帐单号查询）



结帐单明细查询：指定条件模糊查询营业结帐单；



未结帐单查询：查询当前没有结帐的场内所有消费单据；
（可按桌号和分单号查询）



未结帐明细查询：指定条件模糊查询场内消费帐单；



营业状况统计：按区域、桌号统计营业额；



折扣明细查询：可统计免单、普通折扣金额，相关审批人、经手人，同时显示相应
单据，起到折扣审计作用；



帐务稽核管理：管理所有消费原始分单，堵塞漏洞，预防飞单，提高稽核效率；



所有统计查询均可跨年、月、日进行，并可打印预览，实现所见即所得的营业报表。

5． 功能强大的会员管理系统


支持包括磁卡、条码卡、IC 卡、ID 卡、非接触式 IC 卡（统称感应卡）等多种卡，
特别推荐高档餐厅使用非接触式 IC 卡；综合投资与安全稳定性以及连锁用户考虑，
一般建议用户使用接触式加密 IC 卡；本系统支持非接触式 IC 卡可与接触式 IC 卡
同时使用；



会员开户：支持成批开户、连续开户；



会员续卡：会员卡可连续充值，重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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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注销：删除会员档案，并将卡内信息清除以重复利用会员卡资源；



开户/续卡/注销查询：查询所有开户/续卡/注销的原始信息；



开户/续卡/注销统计：统计某时段内开户/续卡/注销的金额、数量；



会员档案管理：查询、修改会员资料；



会员档案明细查询：指定条件模糊查询会员档案；



会员消费查询：指定条件模糊查询会员消费情况；



会员折扣管理：设置会员卡的类型，根据营销策略，制定相应的会员优惠待遇；系
统支持自定义会员卡使用规则。

6． 往来结算系统


应收帐款统计：统计客户消费、付款及当前余额信息，为及时回笼资金提供依据；



收款单据录入：对欠帐或挂帐的客户进行日结或月结处理；



收款单据查询：查看欠帐或挂帐通过日结或月结后的收款单据；



应收帐款初始化：对该功能启用之前，已有的欠帐或挂帐客户进行初始处理；



应付帐款统计：统计供应商供货、付款及当前应付余额信息；



付款单据录入：对供货商的物料货款进行支付处理；



付款单据查询：查看支付给供货商的货款单据；



应付帐款初始化：对该功能启用之前，对已有的供货商货款进行初始处理。

7． 连锁通讯系统


各分店的营业数据可通过宝和 POSCloud 传输汇总至总部，全面及时了解各分店
营业状况；同时下传最新的产品价格、营销方案、客户资料等等；



支持多种通讯方式，涵盖 Modem 电话直拨通讯，Internet 通讯，VPN 通讯；



支持连锁黑名单客户管理；



现有版本最多可支持多达 999 家分店、配送中心；



自主研发的高效稳定的数据通讯模块，具有双向校验冗错机制；



安全、稳定、高速的 POSCloud 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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