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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惠商软件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餐饮
信息化集成业务和新零售智能化改造项目的高科
技企业，10年的行业竞争中体现了权威的技术实
力和完善售后服务体系，为长三角近万家商户持
续提供优质的系统开发、实施和后续服务保障，
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和信任。惠商一直秉承尊重客
户、理解客户，持续提供超越客户期望的产品与
服务，做客户永远的伙伴！

惠商科技
HUISUN�ELECTRONICS



做智慧商业领域深入人心的品牌企业

愿景

让实体生意更轻松

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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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介绍

易上手可扩展的供应链



餐饮门店精细化成本管控套件餐饮门店库存成本管理系统（单店版）
优质店铺精细化成本管理运营进阶工具传统餐饮经验化管理进阶到数字智能化成本管理系统的首选

库存准确性� 库存实时性� 库存智能性 轻量级�智能化�能落地

云订货 智能仓储管理系统（WMS）
各业态、成长快的全渠道分销企业专属SaaS订货平台 可满足企业精细化的库存管理需求，全面提升仓储作业工作效率

库存准确性�库存实时性�库存智能性语音订货�智能分拣�账户管理

餐饮连锁供应链（标准版） 运输管理系统（TMS）
中小型、成长快的连锁餐企供应链信息化解决方案 按照线路、配载、车型、时间窗口等多目标智能推荐合适的调度方案

门店协同�成本管理�安全支付 运力配载�智能调度�计费统计

餐饮连锁供应链（企业版） 中央厨房生产执行系统（MES）
企业级应用，支持多品牌、多区域及连锁餐企供应链管理的精细化解决方案 一套面向餐企中央厨房生产执行信息化管理系统

工艺路线�精益生产�精准追溯专业化�信息化�云计算高扩展



餐饮门店库存成本管理系统（单店版）
传统餐饮经验化管理进阶到数字智能化成本管理系统的首选

•� 库存准确性

•� 库存实时性

•� 库存智能性



门店库存管理
•� 各场景库存管理，支持采购管理，涵盖采购业务、进货领料管理、员工餐管理等

•� 支持二级库管理，满足大型门店针对厨房、吧台等二级库的管理

•� 支持实时库存，可配合前端POS系统实时获取库存

•� 支持日、周、月倒挤盘点



门店成本管理
•� 支持多规格BOM，满足地域性、品牌性差异

•� 支持虚拟物料，让复杂的菜品食材成本构成更加贴近实际

•� 支持自动核减、重新扣库，让易出错菜品成本管理更简单

•� 可统计成本差异，比较理论成本和实际成本的差异找到问题

•� 支持部门成本统计，比较不同部门间的成本损耗

•� 支持毛利分析，甄别低毛利菜品，为菜谱调整提供依据



一部手机就够了

•� 采购（支持语音），随时随地填写采购单

•� 采购单一键分享，供应商无需安装任何APP微信即可查看

•� 供应商微信接单发货，随时随地接单发货

•� 门店验货入库，一键验货自动生成验货入库单

•� 实时库存查询，及时了解仓库货品动态

•� 微信小程序订货、验货、盘点，无需安装APP



运营简报
•�每日营业结束后，系统自动推送微信消息，及时掌握当日经营分析、

成本分析简报，及时发现问题。

•�每月定时推送月度报告，快速掌控营业状况，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门店实时库存
•�实时掌控门店库存情况，监督门店物料使

用，及时发现管理问题。

•�门店实时了解库存，提前做好订货补货。



客户案例

商户背景：

苏小牛是北京一家经营烧烤、正餐的餐饮品牌，2家直营门店，订货方式是门店向

供应商采购，线下结算。

客户遇到的问题：

•� 线下手工记录进销存凭证，人员成本比较高。

•� 门店库存管理需要Excel表和纸质单据进行统计。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 出入库单据可使用PC端和手机端填写，方便高效，及时把控原材料库存情况，

方便后厨管理。

•� 门店验货自动生成单据，多终端（PC端、手机端）随时随地查看单据和相关报表。



云订货
各业态、成长快的全渠道分销企业专属SaaS订货平台

•�语音订货

•�智能分拣

•�账户管理



全业务驱动助企业
实现敏捷供应链



轻松建设自有电商
•� 支持手机APP、微信小程序、公众号，提供全方位的

移动智能服务

•� 支持订货模板、语音订货、闪电订货，多样化订货方

式选择

•� 支持灵活设置价格，轻松管理商品

•� 支持差异化销售策略和展示，满足差异化需求

•� 全闭环流程，提高效率，建立高效分销渠道

•� 各类营销模式，全面提升销售业务



客户背景：

原志居酒屋是广州一家经营日本料理的餐饮品牌，5家直营门店，分布在广州商

业街，有1个配送中心，门店统一向配送中心订货，后续考虑开放加盟模式。

客户遇到的问题：

•� 门店日常使用手工单报货拍照发微信，过程复杂且有时会有漏单。

•� 与供应商结算采用手工对账，经常会有错误、疏漏、和重复支付的问题。

•� 后续客户考虑开放加盟，但是加盟门店会有订货拖欠货款，催款难，回款周期

长的问题。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 手机APP订货替代日常使用手工单报货拍照发微信，方便、高效、更可以随时

查询历史单据及追踪订单状态。

•� 结算对账可在系统内直接查询操作，避免了手工操作带来的疏漏。

•� 针对后续开放加盟的需求，对加盟店在支付流程上采用先付款模式，彻底解决

了拖欠货款、催款难，回款周期长的问题。

客户案例



餐饮连锁供应链（标准版）
中小型、成长快的连锁餐企供应链信息化解决方案

•� 门店协同

•� 成本管理

•� 安全支付



连锁库存管理

•� 各类出入库单据及餐饮专用直发单，全面支持各类库

存业务

•� 多单位管理、批次出入库、多种计价方式，满足各种

仓储管理与财务核算模式

•� 多规格盘点，仓库盘点更直观、快捷

•� 日均耗用量、库存可用天数、安全库存上、下限，

大数据分析计算，为库存管理提供更快捷的工具，有

效改善库存占用，提高周转率、减少损耗



供应商管理
•� 支持供应商资质管理、到期预警，多维度管理供应商

•� 支持供应商价格管理，进项税管理，有效减少人为操作问题，成本核算更精准

•� 二十二城接单，打通与供应商沟通壁垒，双向交互

•� 数据互通，对账快速、高效、准确



采购管理
•� 从需求产生、采购下单、验货、质检、结算，完成每个采购环节的闭环，让管理有章可依、有据可查



订货管理

•� 门店订货可预付费、后付费，支持直营、加盟管理模式

•� 最小订货量、单次订购限量等各种订货规则组合，规范订货行为

•� 明细流订货，强管控模式，门店订货一单搞定，系统自动分拆

•� 保质期出入库临期管理，食品安全从源头抓起

•� 逾期自动验货，加盟门店验货更容易



智能订货

•� 通过大数据计算预估营业情况，根据

菜品点击率、万元用量等，提供门店订货

计划

•� 有效减少顾客点菜估清现象

•� 保持门店合理库存量

•� 提高资金周转•� 减少对人员经验的依赖

•� 为连锁餐饮管理提供高效工具



配送管理
•� 无论是集采统配、集采分收，还是供应商直配，全面支持连锁餐饮各种配送方式。

•� 集中化管理平台，一键处理，简易高效处理门店订货。

•� 档口订货配送模式，供应商与配送中心按档口分包，降低门店验货难度。



结算管理

•� 统一账户管理，充值、授信，支持线上线下多种支付方式，安

全管控加盟店货款

•� 供应商结算、内部结算管理，先对账再结算，及时记录结算信

息，财务查账安全、快速



场景智能化应用
猜你所想，智能化引导您完成当天的工作流程

•� 智能化引导，对于文化水平低、责任心强的

员工，将智能化引导做完当日工作流程

•� 可视化管理，逐步流程引导操作人员完成日

常系统应用工作

•� 场景化应用，在各场景下让使用更有体验深

度和感知温度



客户案例
商户背景：

马兰拉面是源于中国甘肃兰州传统手工面食的快餐连锁品牌，全集团有70余家店铺分布全国

各地，直营店30余家主要分布北京和山东地区，4个配送中心，门店订货按区域区向指定配

送中心订货，下级配送中心向上级配送中心订货。

客户遇到的问题：

•� 门店线下向供应商采购，流程不规范，无法溯源，且采购的物料集团无法管控。

•� 门店关键物料库存无法实时管控。

•� 原北京配送中心下业务重叠，核算繁琐。

•� 山东地区传统订货方式，门店报货、验货、盘点手工记录数据统计繁琐，配送中心手工统

计配货工作量大容易出错。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 门店自采的物料通过门店宝APP订货验货，供应商在二十二城APP接单发货，做到全流程

的管控。

•� 门店通过使用成本卡、日盘等，根据关键物料库存数量，查找消耗问题和及时补货。

•� 根据业务类型区分配送中心，使业务流程更规范、核算更简单。

•� 山东地区配送中心、门店通过系统完成采购、发货、订货、验货、盘点等业务，工作大幅

度减少、效率提升，数据统计查询方便快捷。



餐饮连锁供应链（企业版）
企业级应用，支持多品牌多区域及连锁餐企供应链管

理的精细化解决方案

•� 专业化

•� 信息化

����������•� 云计算高扩展



预估系统
•� 营业预估、菜品销售预估、餐段预估，统筹分配营业指标，帮您对未来门店里营业做好原料、人力的合理调度。

•� 营业预估分析、菜品销售预估分析，分析营业指标完成情况，分析预估与实际营业差异情况，不断优化调整销售策略。



配送班表

•� 订货模板、配送班表，规范门店订货时间、到货日期，让门店订货更简单，让集团有计划、更高效处理订货业务



门店生产加工
•� 门店半成品成本卡、加工入库、核销原料，轻松管理半成品加工

•� 半成品可嵌套到菜品成本卡中，盘点时推导出原材料，让销售成本核算更准确



配送中心生产加工
•� 自动扣库、手工录入耗用、多阶投产、工序生产，多种生产模式，满足各类餐饮加工管理

•� 应产率分析、理论与实际耗用分析，精准分析加工环节成本问题

•� 打造高效的餐饮连锁成本管控中心



客户案例
商户背景：

茅庐印象是山东一家分布在大型商场内主营川菜的连锁餐饮品牌，有31家直营店，2个配送

中心，1个加工中心，门店订货不区分配送中心和供应商，系统根据配送规则自动分配配送

中心和供应商。

客户遇到的问题是：

•� 门店订货依靠人力去计算原材料需求，靠人计算准确性差，费时费力。

•� 无法根据菜品售卖数量准确计算原材料理论耗用。

•� 门店档口毛利靠财务人员手工统计计算，效率较低。

•� 生产计划依靠人工去统计门店需求进行汇总，人力成本高。

•� 加工完成后无法得出加工品的实际成本，人工计算复杂繁琐效率低。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 使用智能订货，大数据精准预估一键生成订货数据，减少订货过程中对人的依赖，准确高

效。

•� 自动核减功能根据菜品售卖数量和成本卡准确计算出每天的原材料理论耗用。

•� 毛利查询报表可随时随地查看门店各档口毛利。

•� 加工计划根据门店报货直接生成，简单方便。

•� 多阶投产加工方式直接根据领料成本计算加工品成本，精准控制产成品的成本，实现产成

品成本批次化管理。



智能仓储管理系统(WMS)
可满足企业精细化的库存管理需求
全面提升仓储作业工作效率

•� 智能分拣

•� 任务管理

�������•� 条码驱动作业



主要功能

条码无纸化作业 全品类批次管理 路径优化提升

作业效率

称重打包贴码

越库品快速流通 数据看板 全链路整合 全业务功能覆盖



全流程无纸化条码作业
•� PC终端或RF手持终端，均采用全程条码方案，实现库内业务流程无纸化

•� 对货位、容器、商品、集货位、作业单据，作业任务全条码化管理

•� 实现实物流、单据流、数据流同步统一，库存准确，商品可溯源

全商品批次管理，保质期监控
•� 支�持�全商品的批次管理，系统批次和生产批次，生产批次和保质期可按品项开

启，数据流转过程批次信息全程记录，可监控和追溯，确保食品安全



库内加工、称重、打包、贴码，一气呵成
•� 实现简便库内加工流程，果蔬肉类商品称重打包，分包打包，出签贴码，扫码分拣，按单按量加工打

包，PC和PAD应用双管齐下。

波次策略、推荐拣货路径，作业效率提升
•� 采用复杂波次策略，集中拣货，按订单分拣，节省大量人力

•� 根据货位线路推荐拣货路径，并可人工调整，快速作业中可灵活多变，作

业效率极大提高



越库品快速流通，复杂业务简洁处理

进行越库品标识

收货后存容器自动上架虚拟货区

波次后直接越库分拣

针对流通快、临采的商品，省去中间上架拣货流程



数据看板，轻松监管现场

通过数据监控，对主流程作业和单

据数据流做详细分析，让管理者如

入现场，监控到每个具体细节，发

现问题，并督导解决问题。数据看

板支持以下数据的监控—

•� 订单数据监控

•� 收货任务

•� 拣货任务

•� 盘点任务

•� 称重任务

•� 客退单据监控

•� 越库分拣任务

•� 退供单据监控



客户案例

客户背景：

一键食达是北京“二十二城”餐饮供应链商城内为客户提供线上、线下供应链服务的自营品牌，服务客户有蝎

王府、小明同学、杨国福麻辣烫等100多家连锁餐饮。

客户遇到的问题：

•� 常规纸质仓库分拨单分拣效率太慢，容易出错，称重环节需要的人员多，不能出标签，手工记录繁琐。

•� 仓储没有货区，货位，容器等，查找商品困难，盘点容易出错，出库拣货耗时较长，无拣货路径，路程更长。

•� 库内作业完全依靠人工，无电子化，智能化设备辅助，业务量过多时耗费巨大人力和财力。

•� 库内商品批次，保质期，无法做到有效管理，更多依靠库内人员素质和能力，无法管控。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 库内作业使用标准化的库内管理流程，依托作业任务驱动作业人员有效有条不紊的进行操作（收货，上架，拣

货，分拣，称重，核货，出库），流程清晰效率提高。

•� 合理规划商品的库区，货区，货位的存储规则，有效杜绝了商品乱放，拣货商品混乱的情况。

•� 称重打包依靠Pc机，Pad等电子化设备出签，依靠移动RF终端设备，进行扫码作业，确保作业准确。

•� 严格的批次先进先出，最小库存单位先出，临期先出的波次规则，确保商品出库能够按照要求合理出库，降低

库内损耗。

•� 一系列的功能（盘点，报损，报残，报缺，补拣，调拨等）实现库内业务闭环，作业无死角，全终端业务监控

数据。



运输管理系统(TMS)
按照线路、配载、车型、时间窗口等
多目标智能推荐合适的调度方案

•� 运力配载

•� 智能调度

•� 计费统计



主要功能

运力配载

更多操作业务

运费多维度统计 物联网应用

送货、提货、补货
灵活应用

智能调度排线



运力配载，智能匹配车辆�
•� 通过云计算，可根据订单金额，商品体积，商品

数量等维度，智能匹配运输车辆

•� 可根据生成的运力车辆手工调整，实现大量订单快

速生成运输任务，可灵活的人为调整

•� 通过与高德地图对接，并运用大数据运算，实现运输

线路门店顺序智能排序，司机按照线路门店最短距离

顺序运输，时间短，运费低。

智能调度排线，节省运输费用



运费多维度统计，全面考核司机�
可对运输费用多维度统计

包含车型、单趟利润、油补、门店数量、起步价，并可设

置奖励金额、处罚金额、司机补货费用、限号处罚补贴等

多众多项目

与智能硬件厂商系统打通

•� 通过车载GPS实现行车轨迹监控

•� 通过云摄像头采集实时视频

•� 通过温度传感器实时监控车厢内温湿度，并可设置预警

值监控报警，确保运输过程中人车安全，商品质量安全

物联网应用，人车物监控



送货，提货，补货灵活应用
通过云端数据在线应用，实现司机仓库发运送货，司机到门店后对发起退货的商品进行提货返仓，运输过程

中有损坏，发货不足情况可临时补货等，快速高效满足用户对商品的需求。并且所有数据都能与wms，客户

方实时同步。



客户案例

客户背景：

水果先生是北京一家主营鲜榨果汁、水果，辅以健康轻食简餐的茶饮品牌，有38家直营店，

1个配送中心。门店日常跟配送中心订货，配送中心仓库出库。

客户遇到的问题是：

•� 司机使用纸质配送单逐项验收，增加了滞留时间，出现货品破损或者数量不符时需司机

反复跟配送中心和门店沟通确认责任方和处理方式。

•� 门店需要用纸质单据跟司机确认货品破损和数量是否正确问题。

•� 门店库存管理需要Excel表和纸质单据进行统计。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 TMS系统的使用大大减少了司机在门店验货的时间，司机到店只需要和门店进行周转箱

确认及返仓周转箱数量确认即可。

•� 门店人员使用手机APP进行货品数量的确认及返仓周转箱录入，全程无纸化。

•� 门店验货自动生成单据，多终端（PC端、手机端）随时随地查看单据和相关报表。



中央厨房生产执行系统(MES)
一套面向餐企中央厨房生产执行信息化管理系统

•� 工艺路线

•� 精益生产

•� 精准追溯



主要功能

生产全程监控

设备管理

生产多样性 质量管理

批次成本

工艺路线

产品溯源



生产全程监控
•� 实现工厂数据实时化，云端化可随时随地监控生产全过程

•� 通过生产看板数据了解工厂生产实况，各个加工品任务进度，完成占比，延期风险等�，�使�生产过程透明化，进

一步实现智能生产，用数据驱动制造



工艺路线
•� 根据工厂现场数据定义参数和档案，量身定制工厂模型

•� 工艺路线与投入产出品项结合管控，更精确，并支持多版本策略，历史记录可寻

•� 每个工序有耗用标准对比项，投料产出对比更明显

•� 支持替代品项，增加生产灵活性



批次成本
通过各个工作站点的投入和产品的统计，以及人工费用，设备能耗统计，计算每个批次的产成品的成本对企业市场定价，

财务利润统计提供数据支持。



设备管理
•� 可根据工厂设备实际维护数据，制定灵活的维保方案，在线管理设备台账

•� 移动端推送设备维护任务，维修人员快速获取，及时处理，缩短产线停机时间，提高效率

•� 全生命周期的维护任务日志，记录设备的每一次变更，方便生产追溯和分析



产品溯源
生产过程中每个产成品可溯源，追踪原料的供应商、生产车间、批次、保质期、工序等



客户案例
客户背景：

栗氏天府是哈尔滨和牡丹江地区一家主营烤鱼、烤串的连锁餐饮品牌，有20多家直营和加盟店，1个

配送中心，配送中心内有2000平米的加工车间，6辆箱货运输配送。门店日常跟配送中心、供应商订

货，订货方式涵盖了出库、直发、直配3种方式。

客户遇到的问题：

•� 多个加工间，加工品项多达200余种，加工品配方多层嵌套，生产计划人工纸质安排较为复杂。

•� 生产计划来源多样，不同场景需求不同，但是生成生产计划的方式非常单一，提前加工的加工品，

加工间需要手工填写生成，后续加工的加工品按照门店报货方式生成，单一的生成方式不能满足不同

场景的多样化需求。

•� 加工完成后不能立即得出加工成本，人工核算较为低效和复杂。

使用产品后的改观：

•� 针对配方设置，可进行多级嵌套处理，加工计划可设置是否追溯到原料，生产计划可设置是否自动

拆单，灵活的设置方式满足了企业的不同需求。

•� 加工计划可通过加工模板、安全库存、报货到加工的方式产生，满足不同场景需求。

•� 多阶生产领用即耗用的方式，生产完成入库后即可得出生产成本。



餐饮门店成本精细化管控套件
优质店铺精细化成本管理运营进阶工具

•� 轻量级

•� 智能化

•� 能落地



主要功能

报表智能化预警

更多操作业务

损益穿透分析 库存管理分析

场景化应用

采购计划管理



报表智能化预警
预警日报，每天一分钟数字化诊断餐厅键康指数

精准化 数字化 实时监控

•� 经营分析日报：营收简报，每天收进来钱真实性合理性精准同比分析

•� 成本分析日报：过程管控，实时监控餐厅各项成本管控关键指标情况

•� 库存分析月报：结果分析，数字化思维进阶式设定下月餐厅运营目标



采购计划管理
合理的计划可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节约成本

•� 智能订货预估，根据历史营业额、理论库存、日均耗用量、重点产品占比等大数� ，解决门店订货难的问题

•� 采购分析，其中无计划占比、超计划多送占比、未达计划少送占比、采购占销比等指标分析，解决供货与验收管

理不严谨问题



损益穿透分析
极简的穿透式报表分析，3分钟追溯到原材料浪费的根源所在

•� 成本卡分析，按占销比、毛利率区间排序，穿透分析诊断�，从而快速诊断成本卡合理性

•� 损益分析报表，�“剥洋葱式”�将一个原材料从入库、出品、上餐桌的管理过程节点结合大数据分析，从而找出真正的原

材料浪费根源



库存管理分析
成本管理的终级目标零库存

•� 盘存诊断分析，实地盘点不准确将直接影响实际毛利率准确性。系统中【盘存诊断分析】将智能穿透分析，找

出多盘、漏盘的原材料，解决盘点难监管等财务痛点问题

•� 可用量查询，将每个原材料按库存金额、现存量、可用天数、日均用量等数据进行排序分析，瞬间找出积压的

库存品项，合理降库存，解放老板的现金流



更多产品信息，尽在惠商科技

公司官网：www.pos119.cn

服务热线：�400-0512-881

公司地址：苏州市姑苏区东环路中新城商
务楼6F

业务直线：�135-8499-1371

惠商科技官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