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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到官方网站下载安装程序后,解压,然后执行里面的可执行文件,按照提示操作即可. 

官方网站: http://mbtwk.com/smarq/ 

安装完后运行，出现以下主界面： 

 

图 1 主界面 

馆内活动消费使用步骤 

不同类型的会员，例如年卡、月卡等会员，可配置其在馆内享受相关活动，例如听英语故

事、中文故事等等。这些消费过程中本软件相应需要做一些配置和录入方可正常进行管

理。 

推荐按照以下顺序使用: 

1. 创建、配置活动产品； 

2. 创建、配置会员卡类型； 

3. 配置会员卡关联活动产品； 

4. 登记注册会员； 

创建、配置活动产品 

通过以下方式：主菜单-〉查看-〉活动产品管理，打开活动产品管理窗口。参考下图： 

http://mbtwk.com/smarq/


 

图 2 打开活动产品管理窗口 

 

 

图 3 活动产品管理窗口 

注意：软件系统在安装的时候已经默认会创建了“中文故事会”，如果不需要可以删除或者

编辑。 

如果还需要添加其他的活动，可以点击按钮“添加新活动”，会弹出新窗口，在新的窗口输

入新活动名称后点击“OK”按钮即可。参考下图： 

 
图 4 编辑产品类型记录窗口 

创建、配置会员卡类型 

通过以下方式：主菜单-〉查看-〉会员卡类型管理，打开会员卡类型管理窗口。参考： 



 

图 5 打开会员卡类型管理窗口 

 

图 6 会员卡类型管理窗口 

软件系统在安装的时候已经默认会创建了“年卡”，可以删除或者进一步编辑，例如编辑年

卡的价格，点击“编辑”按钮则弹出编辑窗口，如下图： 

 

图 7 编辑会员卡类型记录 

如果还需要添加其他的会员卡类型，可以在会员卡类型管理窗口点击按钮“添加卡类型”，

会弹出新窗口，在新的窗口输入新会员卡名称、默认购买量等重要属性后点击“OK”按钮

即可。参考下图分别创建了月卡、次卡： 



 

图 8 编辑会员卡类型记录例子”月卡” 

 

图 9 编辑会员卡类型记录例子”次卡” 

注意：“默认购买量”是指每次充值购买的时候的最小数量，充值购买对应的数量必须是

“默认购买量”的倍数，例如月卡的默认购买量是 3，则必须要购买 3 个月或者 6 个月、9

个月依此类推。 

配置会员卡关联活动产品 

1. 在会员卡类型管理界面（打开方式参考“ 创建、配置会员卡类型 ”）中选定某个会员

卡类型然后点击按钮“配置选定卡的活动” ，如下图： 

 



 

图 10 会员卡类型管理 

2. 点击后弹出“活动产品管理”窗口。如下图： 

 

图 11 活动产品管理 

3. 点击“添加新配置”弹出“编辑产品配置记录”窗口，如下图： 

 

图 12 编辑产品配置记录例子:”年卡-英文故事会” 

 例子 1：年卡关联活动 

上图是给“年卡”分配英文故事会的参与配置，图中表示所有年卡会员“默认购买量”能



参与 48 次（在这个例子中“默认购买量”等于一年）。 

 例子 2：月卡关联活动 

下图是给“月卡”分配中文故事会的参与配置，图中表示所有月卡会员“默认购买量”能

参与 8 次（在这个例子中“默认购买量”等于 3 个月，表示 3 个月可以参与 8 次）： 

 

图 13 编辑产品配置记录例子:”月卡-中文故事会” 

 例子 3：次卡关联活动 

下图是给“次卡”分配中文故事会的参与配置，图中表示所有次卡会员充值购买一单位只

能参与 1 次： 

 

图 14 编辑产品配置记录例子:”次卡-中文故事会” 

登记注册会员 

操作方法：在主界面“操作”页面，点击“新会员”。弹出“会员编辑”窗口，在此窗口可

以进行新会员登记注册界面。 

姓名、会员卡号、卡类型必须正确设置（特别提醒：卡类型必须提前确定好，以便于后期

充值正确地计算），注册时间和到期时间可以不管（后期充值的时候会自动调整到期时

间），其它的可以根据需要而填写。如下图： 



 
图 15 登记注册会员 

会员充值 

会员登记注册后，必须要进行充值，即使是免费的卡会员，也需要执行充值操作（付款 0

元），否则在馆内的所有活动都无法消费，书籍也禁止借阅。 

操作方法： 

1. 在主界面“操作”页面，点击“会员充值”; 

2. 输入会员卡号，可以使用扫描枪快速扫描会员卡输入，或者直接点击“确定”按钮进

行选定一个会员； 

3. 弹出“账户充值”窗口，修改充值数量例如多少年或者多少次，修改后，应付款金额

会自动显示出来，如果有折扣可以填写折扣，点击“确定”即可完成充值。 

参考下图： 



 

图 16 充值 

录入书籍 

操作方法： 

1. 在主界面“操作”页面，点击“添加书籍”; 

2. 输入书籍的 ISBN 号，这时候如果有扫描枪，可以快速输入，如果没有 ISBN 号，可以直

接点击“确定”按钮，然后弹出“书籍编辑”窗口； 

3. 在“书籍编辑”窗口中可以尝试点击“网络查询”按钮，如果能查询到书籍的相关信

息，请确认是否正确。确认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OK”按钮即可完成一本书的录入过

程。 

参考下图： 



 

图 17 书籍编辑 

书籍批量导入 

本软件支持在 excel 中批量编辑好书籍信息，保存为 csv 文件，然后一次性导入到软件中

来。建议通过软件提供商提供的样本 CSV 文件进行编辑后导入。 

CSV 批量导入操作介绍 

1. 菜单操作进入导入 CSV 书籍，在主菜单点击“书籍”，再点击“从 CSV 导入书本”参考

下图： 



 

图 18 导入 csv 菜单操作 

2. 在弹出的选择文件对话框中，选定已经编辑好的 CSV 文件，程序会提醒用户注意 CSV 文

件首行会被忽略，这时点击确认即可继续。参考下图： 

 

图 19 首行忽略提示 

3. 接下来是导入的过程，稍等几分钟（视书籍数量而不同）导入成功后，会提示导入了多

少本书。参考： 

 
图 20 导入成功提示 

4. 导入操作完成。 

 

导入操作注意事项: 

 在 csv 中的书籍记录，如果填写了馆内编号，在导入的时候会做检查，如果已经存在同

样馆内编号的书籍记录，则该的记录会被忽略导入； 

 在 csv 中的书籍记录，如果没有填写馆内编号，则在每次导入的时候都会强制添加到数

据库中，所以在编辑的时候要注意，并且导入操作不建议对同样的 csv 文件重复导入； 

 

CSV 格式编辑说明 

CSV 文件，可使用 EXCEL 编辑。保存的时候如果提示“格式丢失”警告，注意要选择“是”，

例如下图： 



 

图 21 CSV 保存提示框 

书籍 A-M 列格式按照以下定义： 

A:书架说明 B:书架号 C:馆内编号 D: ISBN E:书名 F:忽略不填 G:作者 H:翻译 I:出

版社  

J:价格 K:分类 1 L:分类 2 M:年龄 N:所属（书籍所有权） 

 

其中，＂书架说明＂、＂分类 1＂、＂分类 2＂、＂年龄段＂、＂拥有者备注＂导入后都以

备注的方式填充到备注中去（参考”图 24 导入的其中一条记录效果”中的”备注”）。 

 

参考下面例子： 

 

图 22 CSV 文件在 EXCEL 中的例子 

例子 csv 文件导入后的效果： 

 

图 23 导入后的效果 

 

其中，第一行书本对应导入后的效果： 



 

图 24 导入的其中一条记录效果 

 

特别注意：EXCEL 编辑中，可能会把数字修改为科学计数法，把例如 ISBN 的编号修改为例

如“9.79E+12”这样的内容，这样导入后会导致数据错误。所以在保持 CSV 文件前一定要

注意先把数字都修改为正常的显示。 

 

CSV 书籍批量编辑辅助查询工具 

为了方便ＣＳＶ文件的录入，可以免费提供工具进行网络搜索书籍信息配合制作 CSV 文

件。方法介绍： 

1． 打开工具输入 ISBN 号然后点击“试试”按钮，或者扫描 ISBN 会自动进行网络搜索，搜

索成功后会自动复制； 

2． 打开ＣＳＶ样本文件，在第一列粘贴（快捷按键： CTRL + V）； 

3． 此致，完成一本书在ＣＳＶ中的录入工作。 

参考下面的图： 



 
图 25 书籍编辑器界面效果图 

 

以下第六行是新录入的： 

 

 

图 26 书籍编辑器自动生成数据粘贴到 excel 效果 

常见问题 

1. 为何导入的书籍的 ISBN 或者管内编号成了一些例如“9.79E+12”字样呢 

回答：因为 csv 在保存前没有把对应 ISBN 和管内编号修改为正常的文本格式。具体请参看

“ CSV 格式编辑说明 ” 中的“ 特别注意 ”。 

2. 刚开始营业，想给会员打折，怎么办？ 

回答：可以在会员充值的时候填写折扣就行。参看“ 会员充值 ”中的“ 图 16 充值 ” 

 

本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