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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期准备： 

1.1 浏览器 

商家后台登录地址 sso.paidui.com 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 

 

1.2 对应版本的安装包、申请好的商家编号 

登录平台 pm.paidui.com 创建商家。 

首先在 PM 平台创建好商家后会收到短信： 

你 申 请 的 商 家 测 试 店 铺 已 创 建 成 功 ，  请 告 知 商 家 管 理 后 台 的 登 录 方 式 ：  登 录

sso.paidui.com，商家编码 0004508866， 初始账号：0000，初始密码：0000。 请妥善

保管账号，并修改初始密码！ 

（注：创键的什么版本下载 对应的版本，如 8.1 则下载 8.1 的安装包） 

 

软件安装包及补丁包下载地址：http://huobandown.paidui.com/ 

选择对应版本的安装包下载安装 

1.3 数据库维护工具 

小海豚数据库维护工具(SQLyog)。辅助在数据库处理软件简单的问题，可关注【聚食汇】

http://huobandown.paidu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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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号-工具中下载 

           
 

1.4 远程工具 

遇到问题可联系总部远程，常用的远程工具 QQ 或者向日葵花，可关注【聚食汇】公众号-

工具中下载. 

 

 

 

二.软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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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安装步骤 

解压安装，双击运行软件  (把杀毒软件退出，然后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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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根据客户实际情况：传统点菜宝和厨打中心可以不安装，但数据库服务及后台、前台、

浏览器打印服务一定要安装（其他分机客户端不要安装“数据库及后台服务”，且多台电脑

只在其中一台电脑上安装“厨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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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安装完成 

安装完成后桌面多了软件的快捷方式：  

2.3 运行前台 

双击运行前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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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店铺编号、账号密码开始初始化。 

注：店铺编号不是商家编号，首次短信发的商家编号，可登录后台查看店铺编码 

ROM 后台-基础资料-组织机构-查看 

 

 

2.4 初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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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 

 

2.5 软件介绍 

ROM 后台：桌面快捷方式或在网页输入网址登录 sso.paidui.com 

POS 前台：常用点菜收银结账等功能操作。 

服务监控：必运行程序，控制前后台是否同步问题。 

打印维护：桌面的快捷方式，设置打印机、厨打方案、小票格式等。 

厨打中心：控制厨房是否出单打印。 

点菜宝服务：传统点菜宝的服务，如对接博立点菜宝、联信点菜宝等。 

 

三.基础资料设置 

3.1.登录后台 

ROM 后台网址：sso.paidui.com 

7.9 版本后可直接在桌面的快捷方式打开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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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的设置：单位、菜品类别、菜品、营业市别、餐台类型、消费区域和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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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建单位 

 

3.3 新建菜品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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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新建菜品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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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新建菜品 

 

菜品类型： 

普通菜品：新建的单品菜品 

套餐：可设置普通套餐、分组套餐和临时套餐 

一品多吃：需要设置菜品主菜和子菜，一般用于菜品多个部位的做法不一样 

启用专用做法：指这个菜品的专用做法，菜品专用做法高于菜品类别做法 

时价菜：勾上前台点了此菜会弹设置菜品价格对话框 

即时录入数量：勾上前台点此菜会弹出数量的对框 

称重：勾上前台点此菜后并可以点“称重”按扭，确认下称重数量 

    注：如对接电子称，即时录入数量和称重这两个属性需要勾上 

特色菜：勾上前台点菜类别中会有特色菜显示、微餐厅此菜品显示“荐”字 

允许比例折：控制该菜品是否能打折，特殊情况：前台使用“整单折扣”不受控制 

下载到点菜宝：如有用传统点菜宝则需要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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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服务费：软件上设置有收服务费，可设置该菜品是否计入收服务费中 

允许积分：软件上设置了积分方案，可设置该菜品是否允许积分 

计入最低消费：软件上设置了最低消费，可设置控制该菜品是否计入最低消费 

允许使用代金券：可设置该菜品是否允许使用代金券 

  

3.6 新建营业市别 

市别是 24 制的，不建议跨天设置，如有多个市别设置 

早市（早上 7:00-11:00）： 

午市（中午 11:00-15:00） 

晚市（晚市 17:00-22:00） 

软件上则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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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新增餐台 

新建餐台类别-新建消费区域-新建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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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新建餐台类型 

 

3.7.2 新建消费区域和餐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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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新建餐台 

 

 

启用：如不勾选，餐台则是停用，前台会看不到此餐台 

统计开台率：勾上会统计开台率 

允许预订：勾上前台的预订时才可以选择此台预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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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前台展示 

后台的菜品和餐台新建完成前台即可开台点菜使用了 

登录前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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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打印机调试 

4.1 前台打印机设置  

4.1.1 登录前台-更多-本机参数-打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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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登录前台-更多-本机参数-小票格式 

 

注：通过前台打印的格式要对应的选择上，如不需要的可选择“不打印” 

4.2 厨房打印机的设置 

4.2.1 打开厨房打印设置位置方式 

①用 0000 账号登录前台-更多-本机参数-打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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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打印维护还有一种方式可打开：右击 POS-打开文件位置，将 ROMConfigurationTool

发送在桌面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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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先新增打印：打印机-新增，选择对应的品牌、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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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新增厨打方案：目的是什么菜品从哪台打印机出单，出的什么单（如总单、分单） 

 

厨打单类型： 

总单：每次下单所有的菜品一张单 

分单：一个菜品一张单 

台单：此餐台所有的菜品一张单 

预结小票、台单、外卖单：软件默认走的本地打印，但可以设置由厨打方案控制出单 

 

4.2.4 异常菜品打印 

一个类别中某个菜品想转打到另外的打印机，设置异常菜品打印（可设置禁打、转打、多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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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调整小票格式：如结账单、厨房单 

4.3.1 如调结账单的菜品字体大小，根据打印机大小选择对应的格式，如收银 80 

 



   

 

排队网产品安装配置文档 

 

4.3.2 系统默认的格式不可以修改，可复制个新格式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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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选择对应的格式名称应用 

前台-更多-本机参数-小票格式-结账单小票，选择对应的名称应用 

 

 

*如果调整的总单分单，则在打印维护-厨打方案-修改，选择对应的格式名称，并且需

要重启厨打中心才能生效 （涉及到厨打修改的，必须重启厨打中心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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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软件培训 

5.1 前台：开台-点菜-下单-结账-交班-对账 

5.2 后台：新建基础的信息，如菜品、餐台、员工、报表查询等 

 

六.报表对账 

6.1 前台-交班（或前台-切换-收银-交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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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交班方式有三种：收银员交班、本机交班、时段交班（软件默认是收银员交班） 

收银员交班：以哪个工号结账的算在哪个工号的交班中 

本机交班：A，B 两个前台，哪台电脑交班算哪个电脑的 

时段交班：A，B 两个前台，一个时间点交班两台电脑的数据一起交班 

 

6.2 日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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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与非营收金额：取的是后台结算方式中定义的营收或非营收。 

非营收金额还包含：票券面额-售出金额、会员充值赠送使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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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常用对账公式 

收银统计：消费支付+充值支付=收银统计 

          收银统计总和-充值金额/余额调整金额=营业统计中的应收金额 

营业统计：订单总额-折扣金额-减免金额+舍入金额-其他优惠金额-赠送金额=应收金额 

          营收金额+非营收金额=应收金额 

会员营收（本金）与非营收（赠送）金额：如充值 100 赠送 20，消费 80 元，本金付了

多少，赠送金额付了多少 ， 即本金 80*（100/120），赠送 80*（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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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常用的对账报表 

销售分析：菜品销售数据（交班中的销售汇总数据） 

结算方式分析：包含充值+挂账+消费的支付方式（交班中的收银统计） 

营业日汇总：跟前台的日汇总一样 

稽核报表：前台查单的数据，可点击“交易流水号”查看该单点菜明细。 

 



   

 

排队网产品安装配置文档 

6.5 销售日汇总 

一天的汇总销售数量，可选择不同的统计方式和查询方式查询数据 

 
 

七.常见问题 

7.1 问：运行厨打中心提示“厨打中心已在其他地方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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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在小海豚工具上执行语句： 

USE rmsdb; 

UPDATE dictionary_data SET data_value='' WHERE 

data_key='print_center_run_flag'; 

再重启 API 服务 

 

7.2 问：WebApi(数据通讯后台服务)一会运行一会停止。 

答：前台-更多-本机参数-其他设置，点击“重置服务器主机”。 

 

7.3 问：第二个和第三个服务停止了？ 

答：一般被杀毒软件拦截，可将安装目录添加到白名单，再快速安装服务 

软件安装目录 

浏览器打印服务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 (x86)\Paidui\ROMPrintService，双击

install  。 

WebApi 安装目录：C:\Program Files (x86)\Paidui\Service，双击 installService 。 

 

 

7.4 问：初始化软件提示店铺已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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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登录后台，基础资料，组织机构，点击修改，将登记标识取消勾选。 

 

7.5 问：菜品同步不到前台？ 

答：1)核实是单店还是连锁版本 

      单店版本：后台-系统管理-系统设置-启用销售方案的勾选不要勾 

      连锁版本：一定要做销售方案的，检查销售的方案的日期、时间、审核状态 

2）后台-基础资料-组织机构的登记标识是否勾选，如未勾请联系总部告知商家编

号勾上即可 

3）通过模板导入的菜品必须要先启用一下销售方案，然后关闭即可。 

 

7.6 问：初始化的时候提示“内容解析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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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因输入的是商家编号，在初始化时应输入店铺编号一般后台带 0001，连锁版本一定

要在后台-基础资料-组织机构-查看对应的店铺编号。 

 

7.7 问：前台同步数据提示 MAC 地址不一致？ 

答：1.登录前台-更多-本机参数-其他设置-重置服务器主机。 

2.登录 pm.paidui.com 聚食汇-商家列表-找到该商家，点击“详情”，点击“清除设

备地址”，清除完成预计 20 分钟左右生效。 

3.把服务监控中的第一个 mysql 和第二个服务 webapi 点下停止或者直接重启下电脑。 

 

7.8 问：运行前台提示站点数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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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1)登录 pm.paidui.com，找到对应商家点详情，点修改，查看具体授权了几个“前台 POS

点数”。如站点不够请先添加站点。如果站点数足够就进行下一步操作。 

2)登录后台-系统管理-终端管理，选择类型为电脑的再点清除唯一码。 

 

注：一般重装了软件并还原数据后会出现的问题：API 一会停止一会运行（问题 7.2）、提示

MAC 地址不一致（问题 7.7）、厨打中心运行不了（问题 7.1） 

 

八.微信、支付宝设置 

1 如需对接微信支付、支付宝支付联系渠道经理开通聚好付 

2 聚好付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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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OM 后台-结算方式-微信支付，把对应的信息填好 

4 微餐厅支付 APPID 配置 

自有公众号：后台-第三方平台-参数设置，将上面显示 APPID 复制到聚好付进件商户中 

使用排队网公众号或是运营者：统一配置 APPID：wxcb234709f31cd63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