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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关此文档

以下信息帮助您更佳的使用文件。
▪ 此文当的目标群是谁？
▪ 文档包含了哪些内容？
▪ 更多帮助

此文当的目标群是谁？

此文件的目标读者是，要在组件里与其他用户实时沟通的用户。

文档包含了哪些内容？

此文件包含以下信息：
▪ 您将会在 即时通讯器 是用来做什么的？ 里找到 即时通讯器 的一个简短描述。
▪ 您将会在 使用即时通讯器 里找到使用 即时通讯器 的指示。

此文件描述如何使用一个典型组件安装和配置。这里描述的已安装版本和您组件的配置可能不一样。

更多帮助

可在 OX App Suite 里找到全面的组件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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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即时通讯器 是用来做什么的？

即时通讯器 允许在组件里使用各种功能，以与单人或群组实时沟通。
▪ 从地址簿或日历等软件的整合得益。
▪ 选择聊天、语音、或视讯作沟通。
▪ 以本地线或移动装置拨号。
▪ 在 即时通讯器、地址簿、或光环视图里，开始一个沟通。
▪ 外部伙伴能够以访客身份参与交谈

知道更多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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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即时通讯器

学习如何与 即时通讯器 应用程序工作。
▪ 即时通讯器 元件
▪ 组织 好友列表
▪ 与单人或一个群组沟通

如何执行 即时通讯器 应用程序：

单击菜单条里的 即时通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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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即时通讯器 元件

即时通讯器 应用程序包含以下原件。
▪ 工具栏
▪ 显示区域

▫ 列表
▫ 详细信息视图
▫ 群组聊天详细信息视图
▫ 通话历史

▪ 好友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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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栏

包含以下按键和图标：
▪ 新建交谈按钮。开始一个新群组聊天 [15]。
▪ 添加好友按钮。从别的组件环境添加一个 用户 [13] 到好友列表。
▪ 邀请访客按钮。添加一个 访客 [13] 到好友列表。
▪ 通话历史按钮。在详情视图里显示通话历史 [13]。

为了在详情视图显示一个交谈，单击交谈列表里的一个项目。
▪ 删除交谈 图标 。. 删除列表里您选择的电子邮件。

在有一个拨入通话的同时，工具条将会被以下元素遮盖：
▪ 通话人名称
▪ 按钮接受、拒绝、忽视

显示区域

包含一个当前谈话的列表和一个谈话的详细视图、一个组交谈或通话历史。

列表

显示一个聊天列表。会显示一下详情：联系人名称、最后聊天消息日期、最后聊天消息的第一行。一个联
系人旁边的颜色点表示当前状态。以下功能可供使用：
▪ 如果单击一个交谈，会在详细视图显示内容。
▪ 如果单击一个群组聊天，会在详细视图显示内容。

详细信息视图

显示聊天内容和可用功能：
▪ 联系人的名称和状态
▪ 按钮：邀请用户、通知静音、视讯、通话。
▪ 在实时聊天时：

▫ 已发送和已接收消息
▫ 您实时消息的输入字段
▫ 发送按钮已发送一个实时消息

▪ 在以话音沟通时：
▫ 联系人的名称和图像
▫ 通话耗时
▫ 挂断的按钮、麦克风静音的按钮
▫ 发送按钮已发送一个实时消息

提示：联系人的名称、通话耗时、挂断按钮皆于菜单条里显示。
▪ 在以视讯通话沟通时：

▫ 一个其他参与者视像头的大图像在背景里
▫ 一个您视像头的小图像在前景里
▫ 在其他参与者屏幕上停用您视像头的按钮、挂断的按钮、麦克风静音的按钮
▫ 发送按钮已发送一个实时消息

提示：联系人的名称、通话耗时、挂断按钮皆于菜单条里显示。

群组聊天详细信息视图

显示聊天内容和可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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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组的名称。群组联系人的状态。
▪ 按钮：邀请用户、离开组、通知静音、视讯、通话。在离开群组聊天时，离开群组按钮将会由重新加
入群组按钮取代。

▪ 在实时聊天时：
▫ 已发送和已接收消息
▫ 您实时消息的输入字段
▫ 发送按钮已发送一个实时消息

通话历史

显示一个通话列表。列表显示对话者的名称、状态、和通话日期。以下功能可供使用：
▪ 如果单击一个名称，会在弹出窗口显示数据。
▪ 为了关闭通话历史，单击右上边缘的关闭。

提示：通话历史将会以光环视图在其他应用程序里显示。

好友列表

显示一个您能交谈的联系人列表。为了打开好友列表，单击菜单条右边的好友列表图标 。好友列表包含
所有来自总地址簿、访客用户、最爱的联系人。好友列表显示以下内容：
▪ 联系人的名称。如果联系人个人数据包括一个图像，图像将会显示。
▪ 联系人的当前状态。状态也会以一个颜色表示。
▪ 在一个在线联系人悬停时，会显示一个与此联系人开始交谈的图标。

备注：可以在设置里设置要否在好友列表同时显示离线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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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组织好友列表

一个好友列表显示您能沟通的联系人。为了组织一个好友列表，您可以做以下事：
▪ 显示好友列表
▪ 使用外部联系人
▪ 更改我的状态
▪ 使用最爱

3.2.1 显示好友列表

为了开始一个交谈，您可以使用选择好友列表的功能。好友列表保持打开直至您在关闭它。备注：好友列表
和通知区域互相覆盖。

如何打开好友列表：

单击好友列表图标 。

为了关闭好友列表，在单击菜单里的图标。

3.2.2 使用外部联系人

您可以添加外部联系人到您的好友列表以和他们沟通。已添加外部联系人到您的地址簿成访客用户。有以下
选项：
▪ 从别的组件托管环境 邀请 联系人到您的好友列表。
▪ 暂时邀请 一个访客用户
▪ 移除 一个访客用户

如何从别的组件托管环境邀请联系人到您的好友列表：

1. 在菜单里单击添加好友。

2. 在添加到好友列表窗口，输入来自别的组件托管环境联系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单击邀请。

如果此联系人还没有在您的地址簿里，他将会自动添加。

如何暂时邀请一个访客到一个交谈里：

1. 在工具条里，单击 邀请访客。

2. 在邀请访客窗口里，输入访客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单击邀请。

将会在已创建访客用户窗口里，显示一个访客户口的 URL。

3. 要邀请访客用户，单击撰写邀请电子邮件。会打开撰写电子邮件页面。您可以完成详情。单击发送。

如果此联系人还没有在您的地址簿里，他将会自动添加。

如何移除一个访客用户：

1. 如果您的好友列表是关闭的，打开它。

2. 在好友列表里的访客用户下面一个联系人悬停。图标将会在联系人旁边显示。

单击移除图标 。

确定您要删除访客用户。

提示： 您还可以从您的地址簿移除对应项目以移除访客用户。

3.2.3 更改我的状态

您的状态指示您是否有空交谈。请注意以下事项：

13

使用即时通讯器组织好友列表



▪ 您只有把状态设置成上线，才可以被邀请到一个交谈里。
▪ 您可以在设置里定义外来邀请如何被通知（如果您把状态设置成请勿打扰）。

如何更改您呢状态：

1. 如果您的好友列表是关闭的，打开它。

2. 您的当前状态会在您的名字下面显示。单击状态。选择一个设置。

3.2.4 使用最爱

为了快速访问经常使用的联系人，使用最爱。
▪ 您能够从最爱添加或移除它们。
▪ 最爱在好友列表的上面显示。

如何使用最爱：

1. 如果您的好友列表是关闭的，打开它。

2. 悬停到好友列表的一个联系人上。在联系人旁边，会显示一个用以开始交谈的图标。

单击添加到最爱图标 。

再者，联系人将会在最爱 的好友列表显示联系人。

3. 为了从最爱移除一个联系人，悬停到最爱下的一个联系人上。单击 从最爱移除 图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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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沟通

有以下选项：
▪ 接收一个消息
▪ 与单一联系人沟通
▪ 开始一个群组交谈
▪ 继续一个交谈

3.3.1 接收一个消息

在接收一个新消息时，您会根据情况和设置被通知：
▪ 如果 即时通讯器 应用程序被选中，您会如此被通知：

▫ 在菜单条里 即时通讯器 菜单项目的旁边显示一个数字。该数字指示新消息的数目。
▫ 会有一个音效通知。您可以在设置里设置或停用外来消息音效。
▫ 会打开一个通知窗口。您可以在设置启用或停用通知窗口。

▪ 如果您选择 即时通讯器 ，一个音效只会在消息来自当前交谈以外的交谈时播放。

3.3.2 与单一联系人沟通

与单一联系人的沟通，有以下选项：
▪ 开始一个使用好友列表的交谈
▪ 开始一个在联系人应用程序里的交谈
▪ 开始一个在光环视图里的交谈
▪ 在交谈时 更改媒介

如何使用好友列表开始一个交谈：

1. 如何好友列表是关闭的，单击菜单条里的好友列表图标 打开它。

2. 悬停一个在好友列表里一个显示为上线的联系人。在联系人旁边，会显示一个用以开始交谈的图标。

3. 选择其中一个图标 聊天 、拨号 、视讯 。

如何在 地址簿 应用程序里开始一个交谈：

1. 单击菜单条里的 地址簿

2. 打开中总地址簿。悬停在列表里一个显示为上线的联系人。

3. 在工具条里单击即时通讯器。从菜单选择聊天、通话（语音）、通话（视讯）功能的其中一个。

如何在光环视图里开始一个交谈：

1. 视应用程序而定，使用以下其中一个方法：

在 电子邮件 应用程序选择一个电子邮件。在详情视图，单击一个上线的收件人、或上线的发送人。

在 日历 或 任务 应用程序里选择一个约会。在详细视图或弹出窗口里单击一个参与者。

2. 在弹出窗口里单击即时通讯器。从菜单选择聊天、通话（语音）、通话（视讯）功能的其中一个。

如何在交谈时更改媒介：

单击在详细视图上部的视讯或聊天。

3.3.3 开始一个群组交谈

与一联系人群组的沟通，有以下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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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始一个新群组聊天
▪ 把与单一联系人的谈话转变成一个组聊天
▪ 在交谈时 更改媒介

如何开始一个新群组聊天：

1. 单击新交谈（在即时通讯器 应用程序的菜单条里）。

2. 添加联系人。

3. 为群组输入一个名称和描述。

4. 单击创建交谈。将会创建群组组交谈。

要开始群组交谈，在详情视图的上部单击重新加入群组。

在群组聊天时您可以做以下的事：

要添加更多联系人，在详情视图的上部部单击邀请用户。

要离开群组聊天，单击详情视图上部的离开群组。

要加入群组聊天，单击详情视图上部的重新加入群组。

要停用此交谈的通知，在详情视图的上部单击通知静音。

如何把与单一联系人的谈话转变成一个组聊天：

1. 单击在详细视图上部的邀请用户。

2. 在添加人员到此谈话窗口添加一个联系人。单击邀请。将会创建一个群组交谈。

3. 要开始群组交谈，在详情视图的上部单击重新加入群组。

如何在组聊天时更改媒介：

单击在详细视图上部的视讯或聊天。

3.3.4 继续一个交谈

您能够继续任何在列表显示的交谈。

如何继续一个交谈：

1. 单击一个单一交谈或群组交谈。

2. 在详情视图里单击一个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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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即时通讯器设置

如何使用即时通讯器设置：

1. 单击 系统菜单 图标 。单击 设置 菜单项目。

2. 在边栏里单击即时通讯器。

3. 更改设置 [17]。

默认视图 . 设置联系人模块的默认视图。
▪ 登录时的初始状态
▪ 在好友列表里显示离线用户
▪ 外来的通话铃声
▪ 外来消息音
▪ 显示桌面通知（在我的浏览器非激活时）
▪ 显示外来聊天消息（在浏览器里）
▪ Flash 权限

登录时的初始状态

定义登录后设置的状态。

在好友列表里显示离线用户

定义离线用户要否在好友列表里显示。

外来的通话铃声

定义外来通话的铃声。

外来消息音

定义新消息的通知音。

显示桌面通知（在我的浏览器非激活时）

定义如果浏览器非激活时要否显示桌面通知。

显示外来聊天消息（在浏览器里）

定义要否为外来聊天消息显示桌面通知。

Flash 权限

视系统而定，您必须通知 Adobe Flash 播放器，组件服务器允许访问系统的麦克风和视像头。不然，您
就不能通话或视讯通话了。
▪ 为了通知 Adobe Flash 播放器，使用显示区域底部的 Adobe Flash 播放器设置窗口。
▪ 万一要 Flash 播放器不再显示通知，启用隐藏所有 Adobe Flash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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