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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通过多种无线技术，实现对餐厅顾客的精准定位，解决餐厅上餐难、
管理难、寻客送餐时间长，翻台率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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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需求背景 
2017 年全国餐饮门店已达到 880 万家，5 个城市小吃简快餐店铺年增量超过 5000 家。

迅速增长的行业趋势也给餐饮业带来新的困扰，如何更加快速的上餐，体现更加贴心的服务，
成为餐饮管理者值得思考的问题。 

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为餐厅服务员快速送餐，提高服务质量，提供有效的解决
方案，开发了餐厅顾客餐牌定位系统。 

二、 使用流程 
利用无线智能组网定位的技术，系统自动跟踪获取顾客的具体就餐位置，并智能地显示

在屏幕上。服务员可以马上将菜品送到目标顾客处，大大节省时间。具体流程如图 1 所示。 

 
图 1 使用流程图 

1. 点餐支付 

顾客在前台点餐付费后，服务员给客户一个定位餐牌并输入对应的餐牌号到订单中。 

2. 拿餐牌入座 

顾客拿到餐牌后，可在店里的任意位置就座，餐牌随意放在桌面任何位置。 

3. 厨房出餐 
厨房按打单顺序做菜，订单号上有餐牌号，供服务员出餐寻找对应顾客。 

4. 定位送餐 

通过定位显示系统，服务员可以快速查看到目标餐牌在哪个桌子上，第一时间将菜送到
顾客手中。 

5. 顾客用餐 

顾客享用服务员送过来的菜品。 

6. 回收餐牌 
服务员完成最后送餐后，可回收餐牌，回收的餐牌可以再作为新的餐牌出台，循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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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统优势 
广州众志物联网推出的 V8 款定位系统是通过全无线技术实现，已获多项国家专利，并

受众多合作品牌信赖，完美解决现在餐厅多服务员到处寻找目标餐牌、顾客怨声载道的现象，
最大限度减少送餐时间。 

 
图 2 系统示意图 

1. 无线传输免布线 

基站采用即插即用 USB 供电，与餐牌、餐桌电子标签通过无线技术组网通信，系统使
用无需布线，省去安装的麻烦。 

2. 快速送餐 
使用餐牌定位系统，服务员不再需要到处寻找客户位置，顾客坐下后 1~4 秒即可完成

定位，厨房出餐后即可随时送到，送餐效率提高远超 100%。 

3. 节省人力 

餐厅定位送餐系统帮助服务员减少寻找顾客的时间，平均 20 张桌子可以节约 1 个人
以上；同时减少了服务员四处找寻找顾客送餐的劳动强度，间接提升了工作效率。 

4. 提高满意度 

系统具备等待超时提醒功能，当顾客等餐时长超过设置的时间时，系统界面会有提示。 

5. 不改变用餐习惯 

餐牌型定位送餐系统不需要顾客进行特殊操作，放置桌面即可定位，以最简单的方式
保障定位系统运作，让系统在正常情况下都能给送餐人员提供定位指导。 

6. 餐牌个性多样 

L 型餐牌可拆分，底盒独立使用，简洁方便；餐牌外壳可根据用户特定环境进行定制印
刷，保持餐厅原貌；餐牌可放置公仔中再次升级，无缝融合餐厅独特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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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多类型餐牌样式 

7. 合作品牌 
众志作为餐牌式定位送餐首创公司，凭借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及服务，已与全国三十多

个连锁品牌合作，产品远销香港、美国，并通过区域代理合作等方式不断建立本地化服务点。 

 
图 4 经典合作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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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系统介绍 

1. 餐牌 

 
图 5 餐牌示意图 

智能餐牌设计小巧，独特 L 型（底盒加立面）可拆装结构，具备耐磨、耐摔、耐用，可
叠加放置等特点。顾客将餐牌放置桌面，即可完成定位，不需要改变顾客的用餐习惯。 

2. 餐桌定位标签 

 
图 6 餐桌定位标签视图 

独创多类型标签共存，满足不同环境应用需求，餐桌定位标签用于数字化标识餐桌号码。
餐桌定位标签安装时固定在餐桌底部，可采用导线精准布设定位范围（用于普通桌子），或
者采用全向天线范围式定位（用于金属类特殊桌子）。具体外形如图 6 所示。 

3. 中继 

 
图 7 中继示意图 

中继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信号覆盖范围，由于餐厅规模过大或内部布局较复杂，加上桌椅
和高峰期人数的影响，为保证系统各部件信号沟通正常，中继作为信息中转员将信息发给基
站做处理，确保系统网络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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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收基站 

 
图 8 接收基站视图 

一个餐厅一般只需一个基站，单个基站可带餐牌数多达 255 个，完全满足餐厅需求。
基站汇总数据后通过 USB 与电脑系统进行交互。 

五、 餐厅案例 

1. 定位显示 

 
图 9 定位显示界面 

显示屏（电脑显示屏即可）放在出菜口附近，可按餐厅需求设置界面显示数量，若餐牌
未发出，相对应的餐桌暗色，餐牌正在使用则亮起。如图 9 所示，持 24 号餐牌的顾客在 A16

号桌侯餐；持 56 号餐牌的顾客在 B19 号桌侯餐，并且等餐时间过长（右侧有红杠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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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清单 

餐厅顾客餐牌定位系统所需要的设备如表格 1 所示。 

表格 1 餐厅顾客餐牌定位系统设备清单 

序号 设备 数量 备注 

1 电脑+显示器 1 套 放置在出餐口附近，客户可自备 
2 接收基站 1 台 放在出餐口，与电脑相连 

3 餐桌定位标签 30 个 每个桌子配一个 

4 餐牌 50 个 按餐厅实际需求而定 

3. 餐厅实景案例 

 
图 10 餐厅案例选景 

六、 联系方式 
公  司：广州众志物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姓  名：唐伟伟 
移  动：19928320889 
座  机：020-29078537 
邮 箱：tangweiwei@wewills.com 
地 址：广州天河区车陂东岸祠堂大街 2 号东瑞大厦 4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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