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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Wise 8.0.2 及更高版本提供与 Novell Vibe 的集成，这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未自带的其他工具和功能增强 
GroupWise 的协作体验，比如允许用户加入正在交谈的持续讨论论坛、可实现日常流程自动化的强大工作流程，以及允许人

员相互协作的小组工作空间等。

注释： Novell Vibe 3.0 之前的版本称为 Novell Teaming。无论目前是否将 Vibe 或 Teaming 与 GroupWise 结合使用，与 
GroupWise 集成在本质上别无二致。

本部分介绍可以直接从 GroupWise Windows 客户程序利用 Vibe 功能的重要方式。

先决条件

在将 Vibe 与 GroupWise 结合使用之前，请确保满足以下先

决条件：

最终用户的先决条件 （第 1 页）

管理的先决条件 （第 1 页）

最终用户的先决条件

在 Windows 上使用的是 GroupWise 8 SP 2 或更高版

本以及任意版本的 Vibe。（Vibe 的较早版本称为 
Teaming。）

本文档中所述的一些功能可用于 GroupWise 的较早版

本。

管理的先决条件

必须已安装 Vibe 并由 GroupWise 管理员进行设置，如

《Novell Vibe 3.2 安装指南 (http://www.novell.com/
documentation/vibe32/vibe32_inst/data/
bookinfo.html)》和 《GroupWise 2012 互操作性指南 
(http://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
gw2012_guide_interop/data/a20gkue.html)》的 “ 配置 
GroupWise 以与 Novell Vibe 结合使用 ” 中所述。

通过 Novell Vibe 文件夹或 Novell Teaming 文件
夹访问 Vibe

如 《GroupWise 2012 Windows 客户程序用户指南 (http://
www.novell.com/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
gw2012_guide_userwin/data/ab32nt1.html)》的 “ 对 

GroupWise 启用 GroupWise/Vibe 集成 ” 中所述，设置 
GroupWise/Vibe 集成后，可以使用以下集成点从 
GroupWise 客户端轻松访问 Vibe。

GroupWise 文件夹列表在底部包括一个 Novell Vibe 文
件夹或一个 Novell Teaming 文件夹。

在 Vibe 或 Teaming 文件夹中，有一个可访问您的个人 
Vibe 工作空间的文件夹和一个列出了您所属的所有小

组的 “ 我的小组 ” 的文件夹。

从 “我的小组 ”文件夹中列出的任意小组，可以向该小组

发送电子邮件、访问小组日历以及订阅小组 RSS 源
（如果日历和 RSS 源对该小组可用）。

订阅小组 RSS 源后，将在 Vibe 或 Teaming 文件夹下

创建 “ 我的小组源 ” 文件夹。

在 GroupWise 文件夹列表中，可以单击任意 Vibe 文件

夹以在 GroupWise 主窗口显示 Vibe 网页。

从 GroupWise Web 面板访问 Vibe

可以创建 GroupWise 面板，以显示主 Vibe URL 或希望在 
GroupWise 中显示的任何其他 Vibe URL。 

例如，可以在 GroupWise 客户端中显示 Novell Vibe 源。这

样，您就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 Vibe 添加，而无需退出 
GroupWise。

有关如何进行此操作的信息，请参见 《GroupWise 2012 
Windows 客户程序用户指南 (http://www.novell.com/
documentation/groupwise2012/gw2012_guide_userwin/
data/ab32nt1.html)》的 “ 学会组织 ” 中的 “ 创建新面板 ”。

同时搜索 GroupWise 和 Vibe

GroupWise 8 SP 2 和更高版本允许同时搜索 GroupWise 或 

Vibe 中的信息。

1 在 GroupWise 客户端中，单击查找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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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显示 “ 查找 ” 对话框。

2 确保已选中该对话框右侧查找范围窗口中的所有选项。

3 通过在 “ 查找 ” 对话框中指定相应信息来定义要搜索的

内容。

4 单击确定。

GroupWise 将显示与搜索准则匹配的 GroupWise 讯息

和 Vibe 文件夹条目列表。

将 GroupWise 项目拖放至 Vibe 文件夹

GroupWise 8 SP 2 和更高版本允许将 GroupWise 电子邮件

讯息拖放至 Vibe 文件夹。 Vibe 会将讯息的内容显示为讯息

拖放到的文件夹中的 Vibe 文件夹条目。

将电子邮件讯息拖放至 Vibe 时，应意识到以下行为：

从 GroupWise 复制讯息，而不是移动讯息。

GroupWise 保留电子邮件讯息的副本。

电子邮件附件在 Vibe 中显示为文件夹条目附件。

从 GroupWise 将讯息拖放至 Vibe 文件夹是在 GroupWise 
客户端内完成的。您必须将 GroupWise 讯息拖至位于 
GroupWise 文件夹列表中的 Vibe 目录和子目录。不能在 
Vibe 显示在 Web 浏览器中时将 GroupWise 讯息拖放至 
Vibe。

如果在 GroupWise 文件夹列表中看不到 Novell Vibe 文件夹

或 Novell Teaming 文件夹，则说明 GroupWise 管理员未启

用 Vibe 集成。

可以将讯息拖至有权向其发送邮件的任何 Vibe 文件夹。

要在 GroupWise 客户端内将电子邮件讯息拖放至 Vibe 文件

夹：

1 在 GroupWise 客户端中，找到 GroupWise 文件夹列表

中的 Novell Vibe 文件夹或 Novell Teaming 文件夹。

2 展开 Vibe 或 Teaming 文件夹。

在 GroupWise 文件夹列表中，可以看到 Vibe 文件夹的

列表。

3 选择电子邮件讯息，并将其拖至 GroupWise 文件夹列

表中的某个 Vibe 文件夹。

4 单击已放置电子邮件讯息的 Vibe 文件夹。

Vibe 文件夹显示在 GroupWise 界面内。在此文件夹中

放置的电子邮件讯息显示为一个 Vibe 文件夹条目。

从 GroupWise 将项目保存至 Vibe

可以将 GroupoWise 项目直接从 GroupWise 保存至 Vibe：

1 在要保存至 Vibe 的条目中，单击文件 > 另存为。

2 在保存至下拉列表中，选择保存至 Novell Vibe。

3 选择要保存至的 Vibe 文件夹，然后单击确定 > 保存。

4 单击关闭。

在 GroupWise 中打开 Vibe 通知

在 GroupWise 2012 中，打开从 Vibe 接收的通知时，将起

动一个 GroupWise 面板，其中包含显示 Vibe 讯息的浏览

器。

在 GroupWise 的以前版本中，从 Vibe 接收通知讯息时，讯

息包含一个超链接，您可用它起动一个浏览器并转到那条讯

息。

在 GroupWise 中查看 Vibe 源

Vibe 允许查看小组中、跟踪位置或整个站点的最新条目的在

线源，因此您无需进入 Vibe 站点即可实时了解最新信息。

并且，与 Twitter 一样，可以看到正在跟踪的人员的微博条

目的在线源。

GroupWise 8.0.2 及更高版本允许直接从 GroupWise 客户端

查看 Vibe 在线源。

1 在 GroupWise 客户端中，查找并选择 GroupWise 文件

夹列表中的 Novell Vibe 文件夹。

将显示 Vibe 源。 

有关如何使用 Vibe 源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Novell 
Vibe 3.2 用户指南 (http://www.novell.com/
documentation/vibe32/vibe32_user/data/
bookinfo.html)》的 “ 了解信息 ” 中的 “ 查看在线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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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 GroupWise 中的 Vibe 文件夹列表

GroupWise 中的 Vibe 文件夹列表每 10 分钟与 Vibe 同步一

次，并且当在 GroupWise 内创建了 Vibe 文件夹时也会同步

一次。

可以手动刷新 GroupWise 中的 Vibe 文件夹列表：

1 右键单击文件夹列表中的 Novell Vibe 主文件夹，然后

单击刷新文件夹列表。

了解 Vibe 和 GroupWise 之间的任务和日历同步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将 Vibe 任务和日历同步到 GroupWise：

如 《Novell Vibe 3.2 用户指南 (http://www.novell.com/
documentation/vibe32/vibe32_user/data/
bookinfo.html)》的 “ 将任务和日历同步到桌面应用程序

” 中所述，使用 iCal 功能。

如 《Vibe 连接器快速入门 (http://www.novell.com/
documentation/datasync_connectors1/
vibeconnect1_qs/data/vibeconnect1_qs.html)》中所

述，使用 Vibe 数据同步器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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