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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Horizon 
  

 
Horizon是基于Notes 应用程序并为用户提供全方面服务的网站： 

  维苏威公司内部网为各公司、各部门及各区域提供时事新闻 

  重要的商务网站为用户提供直接影响商务运作的相关信息 

  书签及内部网络链接将有助于用户定期、有效地进行日常业务操作。 

  

  

浏览Horizon主页 -  
首先，用户打开Horizon 网页直接进入公司主页： 

画面呈现三大主要区域： 

  页面上方的下拉列表包含用户使用的各浏览页面 

 
  左上方是新闻网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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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底部是搜索和其它网站的链接. 

 
提示：请使用屏幕下方的按键进行加速、暂停或重新浏览。 

登入Notes，首先映入眼帘的是Horizon主页。 

提示：如果Horizon主页关闭，用户可在Notes中的Workspace将其重新打开。 

建议：如果你关闭了Horizon主页，你可以在Notes中进入Workspace重新打开，参见如
下： 

  请在N otes窗口左上方的工具栏中，点击绿色圆圈中的应用图标 

 
  单击Workspace. 

  在出现的窗口中，单击Horizon Workspace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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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页面 - My Page 
  

我的页面 
建议使用My Page存储用户喜欢的Notes应用程序，以便随时备用。 

 
同时，My Page也包括链接时事新闻和网站的快捷键自定义列表。 

  如果浏览公司网站时，用户想要保存浏览的文章，直接单击屏幕上方的“Add to My 
Page” 。 

 
  

  

在My Page 中进行应用程序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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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My 
Page的好处是，如果用户的文件位置设定到了正确的地点，单击Horizon主页的My 
Page将自动使应用程序链接在最近的可用服务器上。 

在My Page中添加应用程序： 

  选出想要添加的应用程序书签，然后单击空白的E dit 进行链接。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输入适当的标题，然后单击数据库单选按钮和选择按钮。 

 
  在数据库名单选择窗口中，按列排序，例如：数据库描述等。 

注：如果用户末能看到此窗口，请选择下方的查找和排序的数据库目录 

 

 
  为了快速查找到想要使用的数据库，用户可以先输入数据库的前几位字母名称，然后按回
车键。  

  核实一下用户想要链接的数据库，并双击加入到M y Page。  

  单击M y Page中的链接，以检测N otes中的数据库已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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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用户没有访问数据库的权限，在屏幕的对话栏中，用户可以通过邮件的形式向数据
库管理员提出申请。 

  

  

数据库目录的搜索和挑选 
建议按照如下路径搜寻用户所需要的数据库： 

  在My Pag e窗口左下方较底的窗格中， 较较放大较旁较的搜索框。  

 
  输入“Vesuvius D atabase C atalog”，然后单击放大镜。 

  Vesuvius Database Catalog 打开 

 
  单击标题Database Description来按照此列排序。  

注：用户可以按照其它任何列表中的标题进行数据库查找，例如使用同样的方式查找管理员
或服务器。 

查找方法的选择决定了用户使用My Page搜索功能 进行数据库搜索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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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的使用 
  

邮件的使用 

 
如果用户首次打开电子邮件的应用程序，窗口中将出现四大主要文件夹允许你来管理你的邮

件。 

收件箱－显示接收的邮件。 

提示:用户可以通过thread 进行视图搜索。单击Views -> Mail threads。 

草稿箱－保存已写完但尚未发送的电子邮件。 

发送箱－保存发送的电子邮件。 

回收站－保存删除的电子邮件。 

提示：此文件夹可以恢复用户不小心删除的邮件。但是，当回收站中的文件夹被清空时，此
邮件将永久从系统中删除。 

  

签名的创建 
  

个人详细情况的编辑 
  在Notes 工作区域， 双较Vesuv iu s Add ress Book， 打开较用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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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应用程序中，输入姓氏的前几位字母进行搜索。 

 
  

  登入姓名之后，双击并进行个人信息的编辑。 

  用户可以在个人详细信息栏中进行个人信息的编辑，暂时先完成必填内容。  

 
  等待大约两小时，以便确保所做的更改已被复制到Vesuvius Extended D irectory。  

注：因为程序进行更新时，容易丢失修改内容，所以尽量避免在Vesuvius Extended 
Directory中进行直接修改。 

  

  

公司签名的创建 
进入Horizon 页面，使用搜索功能进行登入并打开“邮件签名数据库”（详见 
数据库目录的搜索和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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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单击Help按钮，用户可以借助于较详细的信息在维苏威地址薄中进行编辑。 

  在Lotus Notes工作区， 打开Vesuv iu s Ex tended  D irectory  
Catalog 查找用户先前所进行的更改。 

  单击C reate或U pdate M y S ignature 按钮。 

  通过新邮件的打开，查看用户签名的更改。( 详见发送和回复邮件) 

  

邮件的发送和回复 
  

发送邮件： 

单击New Memo按键，在邮件中使用查找功能，To(发送)、CC（抄送）和BCC(密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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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题区域中输入邮件标题并在下方的空白区域中输入邮件的具体内容。 

  

  

附件的添加 
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附件的添加： 

 单击File ->Attach ...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添加附件 

 单击 Create 按钮 

注：当回复带有附件的邮件时，用户可以单击Reply或者Reply to All Buttons 
按钮，选择”Reply with History 
only”按钮，以便尽可能地减少用户在PC硬盘或服务器的占用的空间。 

  

  

通讯录的查找 
查找到To （发送）栏，输入收件人的姓。 

 
Notes 将帮助用户查寻到收件人的邮件地址。 

通过如下步骤，查看所有联系人的通讯地址列表: 

  单击To、 cc 和bcc 等 

  单击M e m o按钮 

注：名称按姓氏排序，所以在使用地址簿进行查找时，用户只需输入姓氏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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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 
归档是指存储不再使用的副本文件，等同于副本。归档包含所有的原始文稿和设计要素。而

且，归档不会 

对原始文稿做任何的修改。 

  

  

归档的创建 

当创建一个文档时，查找归档的地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有疑问，请咨询本地的IT现场支持人

员。 

When creating an archive it’s important to check where this can be stored.  If 
in doubt, please consult your IT Site Support personnel.  

  From your Inbox, click the option: Actions -> Archive -> Create Criteria. 

  

 
  在Descriptive name 区域中输入归档名称。 

  浏览正确的驱动器和文件夹，并选择想要存储文档的位置。 

提示：建议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归档和文件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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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Notes提示进行文件名的创建，然后在文件名的末尾添加新的年份，例如: 
‘archive\a_andred2010.nsf’. 

  单击OK，然后勾选旁边的复选框： Enable this criteria。  

在出现的窗口中，单击下拉框的Selected by User，然后单击OK。 

 
  当出现询问是否创建归档时间表的窗口，点击No。  

  为了激活这个归档文件，用户需要归档一个测试邮件或者无用的邮件到这个归档文件中。 

  从Actions菜较中， 较较Archive  > Archive Selected Documents， 在Move 
to Archive Destination对话框中，选择之前输入的Descriptive 
Name， 比如：2010  Ma il archive 

注：通过这种方式创建归档文件，创建新的Notes Replication 
ID，以避免今后保存邮件所带来的麻烦。 

如果用户首次使用归档文件，用户将看到屏幕下方的进度窗口： 

 
  

  

  

邮件的归档 
按照Selected by User 
的描述，建立一个用于归档文件的邮箱，用户可以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邮件的归档： 

  如果有很多邮件需要进行归档，用户可以在收件箱中进行批量选择。 

  不需要归档的邮件，用户按住C ontrol 键并单击它们，将这些邮件用记号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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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收件箱中展开菜单Actions > Archive > Archive Selected Documents。  

  

  

用户邮件定额空间的管理 
如果电子邮件在磁盘中占有的空间比系统管理员设定的原有的空间还大，这时，用户就必须

进行压缩处理： 

  随着邮件应用程序的打开，单击File > Application > Properties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单击‘i' 标签进行信息查询。 

 
  单击% used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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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磁盘的空间小于95％时，单击C om pact按键。 

  

  

  

在Personal Address Book中进行通讯录的管理 
Contact 或Personal Address Book可用于记录联络信息 - 
例如，用户可以记录供应商，同事和客户的以下内容： 

  姓名 nam es,  

  电话号码 phone num bers, 

  邮件地址em ail addresses. 

打开通讯薄: 

  进入H orizon的H om e页面 

  单击M y A ddress B ook (详见N avigating the H orizon H om e Page) 

 
注：请确保用户只通过个人通讯录进行外部联络。针对内部的联络，用户可以使用Vesuviu
s Extended Directory或Vesuvius Address Book。 

个人外部联络的添加： 

  在收件箱中，右击想要添加的发件人邮件，然后，单击Add Sender to contacts 。 

 
  Contact 属于Persona l Add ress Book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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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Personal Address 
Book 中删除联系人信息，请先选择要删除的内容，然后单击Actions -> 
Remove进行操作。 

  

  

文档的链接 
文件的链接是指不以附件形式发送的文档形式，有助于减少服务器或PC上的用于储存邮件

所需的硬盘容量。 

当单击链接进行文件查看时，用户需要知道，链接项目可能是在远程服务器上进行并且尚未

被复制。 

  

  

文档链接的查阅 
用户可能会收到附有链接到其它文档、视图、文件夹或其它应用程序的邮件。 

  

 
  

  

  

创建文档链接 
通常用户会在下列情况下使用Document Links： 

  附件内容大并且需要发送给多位接受者。 

  不希望过多的附件超出S ent V iew 的发送范围. 

  只需一个参考文件。  

当创建一个新的New Memo并添加为附件时，用户需做修改并进行重新发送。 

使用Document Link，在不重新发送附件或进行Document 
Link链接的前提下，用户可以在应用程序中修改附件。 

经过两至三小时，该文件将在所有其它副本上进行更新。 

注：文档链接的接受者需要对文档所在的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 

文档链接的创建: 

  打开想要链接的文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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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键单击该文件，然后选择Copy as Document Link 

  通过状态栏显示，该文档的链接已创建成功。 

 
  切换到邮件的应用程序并创建一个新的邮件(详见S ending and replying to em ail) 

  当粘贴链接到新的备忘录时，屏幕上将出现一个黄色的文件图标。 

如果Document 
Link需要链接到刚刚创建的文档，请在服务器发送之前将文件复制到公司的网络服务器上。
通常情况下，该流程操作需要两至三小时。 

  

  

设置不在办公室的通知  

设置不在办公室的通知： 

  点击收件箱上方的更多按钮，选择非工作状态，则显示以下页面： 

 
  设置非工作状态的日期。点击详细时间多选框以小时为单位设置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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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添加文本内填写对所需联系人的额外说明。 

  在通讯录中选择分组，填写替补通知页面。 

  点击启用关闭，会出现已选择的日期时间的确认框。 

  在8 . 5版Notes中， 此操作是即较生效的， 较送较件的同事会收到缺席通知。  

   

  当返回时，会看到在离开期间发送给同事的缺席通知的个数和接收人。 

  

 

  

日历 
打开日历： 

  进入H orizon首页 

 
  点击我的日历（详见Horizon 主页导航） 

 
可以使用日历记录所要参加会议的时间和日期，设置事件备忘和发送会议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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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会 
要创建新约会，点击新建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约会。 

  

 
  填写约会的时间和日期字段。 

  点击个人标识验证框使同事有权限分享日历，了解会议安排情况。 

  点击告知功能，创建特定时间对即将到来会议进行提醒。 

  会议提醒的默认时间能够在日历选项对话框中设置。 

 

最后点击保存关闭按钮确认约会。约会即显示在日历中的会议列表中。 

 
  点击相关列表将会议按照日期、周或者月份进行排序。 

  

  

会议 
发送会议邀请： 

  点击新建按钮，在下拉菜单中选择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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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会议对话框Required, Optional 和 FYI框内填写收件人的邮箱地址： 

 
确认参会人能否能够参会。 

确认参会人能否参会： 

  点击搜索可用时间列表，添加会议邀请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点击保存及发送邀请。  

  会议邀请的收件人将收到以下对话框： 

 

 
  

  

待办事项列表： 
打开待办事项列表框： 

  进入H orizon主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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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我的日历（详见Horizon 主页导航）  

  在页面的左上角点击日历，并转换到待办事项。 

 
使用待办事宜不仅可以监控自己的工作进程，而且还可以监控你的团队的工作进程。 

  

邮件个性设置 
  

发送人颜色设置 
可以通过将邮件颜色代码区分不同发送人的邮件： 

如何操作： 

  在收件箱界面，点击更多按钮，点击个性设置-> 邮件标签-> 发送人颜色标签 

 
  点击发送人姓名对话框旁的向下箭头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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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姓名选择对话框，通过姓氏搜索并选择所要涂色的发件人。 

  点击添加邮件地址到姓名框。 

  点击OK 返回个性设置对话框，选择所要设置的收件箱的背景和文本颜色。 

 

收件箱将将根据你选择的颜色显示不同人的邮件。 

  

  

授权及委托 
在Notes系统中可以允许指定人员进入所有个人信息管理功能并授权其进行创建及操作。 

在邮件中实现此功能： 

  在收件箱页面，点击更多按钮，然后选择-> 进入及委托标签-> 进入邮件& 日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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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能够进入的人员或群组，点击添加，则将指定人员或群组添加在仅限此人或此群组框内
。  

 
  在Access较较， 下拉菜较中较较所授较人较的较入等较。  

  

即时信息通讯 
  

即时信息通讯是一种文本型通讯功能，能够与Vesuvius内部另一使用者进行实时沟通。使

用即时信息沟通，必须在Vesuvius本地网络内或者通过VPN进行远程连接。 

  

  

登录  
如果Lotus Notes用户已经配置有即时信息沟通功能，则可在Lotus 
Notes窗口的右下角本地文件旁看到即时信息通讯图标。注册操作： 

点击图片下方区域的即时信息通讯状态栏。 

 
  点击‘ 登陆即时信息通讯’。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 登陆’。 

  

  

状态修改及退出  
在注册后修改即时信息通讯状态： 

  再次点击即时信息通讯状态栏并点击图片下方的任一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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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即时会话： 

  点击即时信息通讯状态栏并选择退出即时信息通讯。  

  

  

创建联系人和联系人群组 
    通过即时通信通讯，可以与登陆此功能的任何人进行交流。 

提示：为了能够快速查找用户而无需浏览整个Vesuvius通讯录，可以将常用的用户保存在
个人通讯录中，即‘好友列表’。 

创建群组可以帮助用户更好的管理即时信息联系人。 

  使用屏幕上方的即时信息通讯工具栏，点击’ 添加到联系人’按钮。 

 
  在Vesuv iu s地址簿中较找较系人， 在个人通较较中较建群较。  

 
  点击‘添加’确认，则添加到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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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过联系人旁的绿色提示框获知此用户是否在线。 

  要与某一用户进行交流，双击此联系人。 

 
  

  

应该连接到哪个服务器 
推荐用户连接到所在地的即时信息服务器上，如下所示： 

  

NAFTA & R.O.W LNDCS01.vesuvius.com 

Europe 欧洲 LNDGS01.vesuvius.com 

China   中国 LNSZS01.vesuvi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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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s版本 
  
此用户手册是按照Lotus Notes 
8.5的使用方法编写的（以下简称‘Notes’），因此所有的菜单选项均针对于此版本。对于旧

版本，请参考IBM website。 

在旧版Notes中，应用简称为数据库。 

  

  

http://www.ibm.com/developerwork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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