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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1．什么是码云 

码云是开源中国社区 2013 年推出的基于 Git 的完全免费的代码托管服务，这个服务是基于 Gitlab 

开源软件所开发的，我们在 Gitlab 的基础上做了大量的改进和定制开发，目前已经成为国内最大

的代码托管系统，致力于为国内开发者提供优质稳定的托管服务 

2．码云主要的功能 

码云除了提供最基础的 Git 代码托管之外，还提供代码在线查看、历史版本查看、Fork、Pull 

Request、打包下载任意版本、Issue、Wiki 、保护分支、代码质量检测、PaaS 项目演示等方便管

理、开发、协作、共享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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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软件功能的操作说明 

1．工作视图切换 

这里可以切换个人工作视图到企业或者某个项目，可以让用户只关注到自己所在的项目组的相关信

息，也可以切换到企业，查看企业工作动态 

 

通过点击网站左上角菜单图标展开选择企业或者某个项目，如图： 

 

 
 

点击展开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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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企业视图 

在企业中，你可以对所有项目的任务、人员和过程进行管理和分析 

 

 
 

1.2 项目视图 

在项目中，你可以对任务、人员和过程进行管理和分析，也可以为项目关联一个或多个代码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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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台 
 

用户可以在工作台中查看个人的工作动态： 我的任务、我的 Pull Request、我的周报、添加任

务、写周报、参与的项目、查看任务动态和个人任务统计 

 

 
 

2.1 我的任务 

展示最新任务、今日任务、本周任务的任务动态，以及我的任务统计、添加发布任务和所有任务的

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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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直接点击任务名称查看任务明细、评论和修改任务 

 

 
 

具体的任务相关操作可参考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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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我的 Pull Request 

展示待审查和待测试的 PR请求以及 PR概括 

 

 
 

 

可直接点击开启的 PR查看发起 PR的详细信息以及指定测试人员、评论、接受/拒绝合并等操作 

 

 
 

具体的 PR相关操作可参考 Pull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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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我的周报 

 
 

点击写周报进入编写界面，可以使用默认模板也可以进入模板管理自定义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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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报可以关联本周已完成的任务、本周已合并的 PR和本周的推送 

 

 
 

如需修改可再次点击进入修改更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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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成员周报 

查看项目其他成员提交的周报 

 

 
 

可搜索某个成员和指定某个团队的成员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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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动态 

用户可以在动态页面，查看仓库动态、任务动态、外包动态、我的动态，以及项目成员完成任务和

提交代码情况 

 

 
 

4．任务 

主要管理任务相关操作，主要功能为新建任务、按条件筛选任务、添加里程碑、导入/导出等功能 

 

 

  



码云私有云版 Git Premium  V2.0 用户手册 

4.1 新建任务 

指派负责人、关联仓库、里程碑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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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签、关联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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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任务拆分与关联 

 拆分任务 

产品团队预先一两周给出需要开发的任务，这些任务会在技术组内会花半天时间讨论，将产品 

Task 再次拆分为子任务（独立最小需求），同时在子任务中填写预估完成的时间和设置任务的

优先级。再将各个子任务分配到人（责任制）。如下图所示，码云任务功能模块可以非常清晰

的看到整个需求被拆成了多少个子任务，有助于整体项目的把控 

 

  

https://gitee.com/help/articles/4218#%B2%F0%B7%D6%C8%CE%CE%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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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任务： 

 

 关联任务 

 

 

https://gitee.com/help/articles/4218#%B9%D8%C1%AA%C8%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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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任务查看与编辑 

 查看任务 

 

 
 

 查看全局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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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筛选任务 

 

 
 

 评论和修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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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任务 

 

 
 

4.4 自定义任务类型和状态 

 自定义任务类型 

如下图所示，点击左上角设置按钮进入任务类型、任务状态、标签编辑页面后点击右上角「添

加类型」填写“类型名称”和增加“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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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定义任务状态 

如下图所示，点击左上角设置按钮进入任务类型、任务状态、标签编辑页面后点击右上角「添

加标签」填写“类型名称”和增加“任务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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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ull Request 

用户可以在 PR 页面查看 PR 信息，包括指派给我的、我创建的和全部 PR。可以按照项目、仓库、

作者、审核人员、测试人员、标签等方式搜索 PR 

 

 
 

5.1 Fork + Pull 模式 

 什么是 Pull Request？ 
 

Pull Request 是两个仓库提交变更的一种方式，通常用于 Fork 仓库与被 Fork 仓库的差异提交，

同时也是一种非常好的团队协作方式，下面，就来讲解如何在码云平台提交 Pull Request： 

 

PS：码云平台限制 Pull Request 源仓库与目标仓库需存在 Fork 与被 Fork 关系，故如果你要提

交 Pull Request，必须先 Fork 一个仓库，然后才能对该仓库提交 Pull Request，同时，以该仓

库为父仓库的所有仓库，您也均可以提交 Pull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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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Fork 仓库 

 
Fork 仓库时非常简单的，进到仓库页面，然后找到右上角的 Fork 按钮，点击后再次点击确定，等

待系统在后台完成仓库克隆操作，你就完成了 Fork 操作，如图： 

 

 

 如何提交 Pull Request 

 
首先，您的仓库与目标仓库必须存在差异，这样才能提交,比如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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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存在差异，或者目标分支比你提 Pull Request 的分支还要新，则会得到这样的提示： 

 

 

 

然后，填入 Pull Request 的说明，点击提交 Pull Request，就可以提交一个 Pull Request了，就

想下图所示的那样： 

 

 

 

 如何对已经存在的 Pull Request 的进行管理 

 
首先，对于一个已经存在的 Pull Request，如果只是观察者，报告者等权限，那么访问将会受到限

制，具体权限限制请参考码云平台关于角色权限的内容，下文涉及的部分，仅针对管理员权限，如

果您发现不太一样的地方，请检查您的权限是不是管理员或该 Pull Request 的创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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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修改一个已经存在的 Pull Request 

 
点击 Pull Request 的详情界面右上角的编辑按钮，就会弹出编辑框，在编辑框中修改你需要修改

的信息，然后点击保存即可修改该 Pull Request，如下图所示： 

 

 

请注意，在该界面，可以对 Pull Request 进行指派负责人，指派测试者等等操作，每一个操作均

会通知对应的人员 

 

 对 Pull Request 的 bug 修改如何提交到该 Pull Request 中 
 

对于 Pull Request 中的 bug 修复或者任何更新动作，均不必要提交新的 Pull Request，仅仅只

需要推送到您提交 Pull Request 的分支上，稍后我们后台会自动更新这些提交，将其加入到这个 

Pull Request 中去 

 

 Pull Request 不能自动合并该如何处理 

 
在提交完 Pull Request 的后，在这个 Pull Request 处理期间，由原本的能自动合并变成不能自

动合并，这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那么，这时，我们是先处理冲突，使得该 Pull Request 处于

可以自动合并状态，然后采用自动合并，具体操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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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在本地切换到提交 Pull Request 的分支，然后拉取目标分支到本地，这时，会发生冲突，参考

如何处理代码冲突这一小节，将冲突处理完毕，然后提交到 Pull Request 所在的分支，等待系统

后台完成 Pull Request的更新后，Pull Request 就变成了可自动合并状态 

 

 Pull Request 不小心合并了，可否回退 

 
对于错误合并的 Pull Request，我们提供了回退功能，该功能会产生一个回退 XXX 的 Pull 

Request，接受该 Pull Request 即可完成回退动作，注意，回退本质上是提交一个完全相反的 

Pull Request，所以，你仍然需要进行测试来保证完整性，另外为了不破坏其他 Pull Request，建

议只有需回退的 Pull Request 处于最后一次合并操作且往上再无提交时执行回退动作，否则请手

动处理 

 

5.2 Pull Request 关联 Issue 

 通过 Pull Request 关联 Issue，用户可以在关闭 Pull Request 的时候同

时关闭 Issue。关联功能具有以下特点： 

 
 一个 PR 可以关联多个 Issue，例如同时关联 Issue1 , Issue2 格式为：#Issue1ident, 

#Issue2dent 

 PR关联 Issue 后，Issue的状态会自动更改为进行中，当 PR被合并后，Issue 会更改为关

闭状态 

 

 具体通过 Pull Request 关联 Issue 操作如下： 
 

 1. 在 PR 的内容里面指定需要关闭的 Issue 的 ident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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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Issue 详情页可以看到关联关系 

 

 
 

 当 PR 合并之后其关联的 Issue 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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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Commit 关联 Issue 

 说明： 
 下面中的 Issue_ident和 Issue_url 指的是如图所示： 

 

 
 

 一个 Commit Message 可同时关联多个任务 

例如：fix #Issue_ident_1 #Issue_ident_2 或者  

fix #Issue_ident_1 fix #Issue_ident_2 ,不同 Issue_ident之间请用空格隔开 

 

 Commit Message 关联任务 
 

 关键字： link, linked, linking, relate, related, relating 

 形式： Commit Message中输入 link #Issue_ident、 link Issue_url 

 效果图如下： 

 
 

 

 通过 Commit 关闭任务 

 
 关键字: close, closes, closing, closed, fixed, fix, resolved 

 形式: Commit Message中输入： close #Issue_ident、 close Issue_url 就可以关闭 

Issue 了 

 效果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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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Commit 评论任务 

 
 关键字： comment, reply 

 形式： Commit Message中输入： comment #Issue_ident、 comment Issue_url ， 就

可以评论 Issue 了 

 效果图如下： 

 
 

 通过 Commit 更改任务状态 

 
 形式 1: 

 关键字：state to, 状态更改为 

 使用方法： 

 #Issue_ident state to 待办的 

 #Issue_ident 状态更改为 待办的 

 Issue_url state to 待办的 

 Issue_url 状态更改为 待办的 

 形式 2: 

 关键字：通过设置任务状态指令 

 设置入口如下： 

 

 
 

 使用方法： 

 finish #Issue_ident 

 finish Issue_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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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Issue 和 Pull Request 模板 

码云提供了默认的 Issue 和 Pull Request 模板，便于开发者在使用的时候有一定的规范格式可以

参照使用。用户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使用 Issue 模板和 Pull Request 模板 

 

 新建仓库时勾选模板 

 
在新建仓库时，勾选「使用 Issue模板」，实际上就是在仓库根目录下新建

了.gitee/ISSUE_TEMPLATE.zh-CN.md 文件 

 
 仓库中新建.gitee目录，然后添加模板文件 

 
 .gitee/ISSUE_TEMPLATE.zh-CN.md，Issue 中文模板 

 .gitee/ISSUE_TEMPLATE.en.md，Issue 英文模板 

 .gitee/ISSUE_TEMPLATE.zh-TW.md，Issue 繁体模板 

 .gitee/PULL_REQUEST_TEMPLATE.zh-CN.md，PR中文模板 

 .gitee/PULL_REQUEST_TEMPLATE.en.md，PR英文模板 

 .gitee/PULL_REQUEST_TEMPLATE.zh-TW.md，PR繁体模板 

 

Q: 不同类型的模板，有什么作用？ 

 

A: 例如你的仓库中有 3种语言类型的 Issue 模板，提交 Issue 的用户使用的是英文版，那么当用户

勾选‘使用 Issue 模板’，则会智能的使用英文模板，如果对方使用的是中文版则会智能的使用中

文 Issue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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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建 Issue 时，勾选‘使用 Issue模板’，则会使用模板内容填充 Issue内容 

 

 
 

 创建 PR 时，勾选‘使用 Pull Request 模板’，则会使用模板内容填充 PR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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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 

项目是为开发某一软件，或为达成某一成果，而进行的有明确时间起点和终点的工作  

在项目中，你可以对任务、人员和过程进行管理和分析，也可以为项目关联一个或多个代码仓库 

 

6.1 新建项目 

 通过网站的左上角「添加项目」，选择「新建项目」，进入新建项目页面 

 

 
 

 在新建项目页面填写项目信息。项目相关概念说明如下： 

 
 项目名：项目的名称，方便记忆的名称或代号 

 项目简介：简单描述此项目的需求、目标、意义等 

 类型：针对内部项目和外包项目选择对应类型 

 关联仓库：选择相关的仓库做关联  



码云私有云版 Git Premium  V2.0 用户手册 

 负责人：选择该项目负责人 

 成员：选择成员拉取进项目组（可多选） 

 

 

点击「新建」，即可在码云上创建你的第一个项目 

6.2 仓库 

存放项目所需代码、文档等文件，可能一个仓库，可能多个仓库 

举例项目 A、B 各有 iOS、Android 端，共用 API接口端，我们可分为五个仓库存放,关联如下： 

 

 

https://git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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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新建仓库 

 通过网站右上角的「+」号，选择「新建仓库」，进入新建仓库页面 

 

 在新建仓库页面填写仓库信息。仓库相关概念说明如下： 

 

 仓库名称： 仓库的名称，用于仓库命名 

 归属：仓库归属账户，可以是个人账号/组织/企业中的一种，创建成功后该账户默认为仓库

的拥有者（管理员） 

 路径：仓库的 git访问路径，由用户个性地址+仓库路径名称组成。创建仓库后用户将通过该

路径访问仓库 

 仓库介绍：仓库的简单介绍 

 是否开源：设置仓库是否为公开仓库，公开仓库对所有人可见，私有仓库仅限仓库成员可见 

 选择语言：仓库主要开发用的编程语言 

 添加 .gitignore：系统默认提供的 git忽略提交的文件模板，设置 .gitignore 后将默认忽略

指定目录/文件到仓库 

 添加开源许可证：如果仓库为公开仓库，可以添加设置仓库的开源协议，作为对当前项目仓

库和衍生项目仓库许可约束，开源许可证决定了该开源项目是否对商业友好 

 Readme：项目仓库自述文档，通常包含有软件的描述或使用的注意事项 

 使用 ***模板文件 初始化仓库：使用 Issue 或 Pull Request 文件模板初始化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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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创建」，即可在码云上创建你的第一个仓库 

  

https://git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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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存储库 GC 

随着仓库的使用，项目仓库的体积越来越大，访问速度和使用效率会随之降低。对此 Git提供了 GC

功能，帮助用户优化仓库空间 

用户可以通过访问 「仓库主页」->「管理」->「仓库设置」->「存储库 GC」 ，使用存储库 GC

功能对仓库空间进行优化 

 

 
 

6.2.3 删除仓库 

为了防止用户误操作，在码云上对仓库进行删除操作，需要进行二次验证，用户可以在「仓库主

页」->「管理」->「仓库设置」->「删除仓库」 对仓库进行删除操作 

在确认操作后，要求对用户进行密码校验确认。校验密码后即可删除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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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仓库成员管理 

 添加成员 

 

用户可以通过 仓库主页->「管理」->「仓库设置」->「仓库成员管理」->「添加仓库成

员」 添加成员到仓库内进行协作 

 

 
 

目前添加成员有三种方式：链接邀请、直接添加、通过仓库邀请成员 

 

  

https://gitee.com/help/articles/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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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链接邀请成员 

 
用户通过选择加入成员的角色，生成不同的邀请链接，可以通过 QQ/二维码等方式分享给其他

人，进而邀请用户加入仓库。同时，通过勾选「需要管理员审核」选项，在成员确认之后，管理员

可以再次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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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仓库邀请成员 

 
用户可以通过搜索当前账号已参与的仓库。邀请其他仓库内的用户进入仓库 

 

 

 成员权限变更 

 

仓库拥有者可以通过 项目主页->「管理」->「仓库设置」->「仓库成员管理」 ，将仓库内的成员角色

进行变更，变更后对应成员权限随角色变更即时生效 

 

 删除成员 

 

仓库拥有者可以通过 仓库主页->「管理」->「仓库设置」->「仓库成员管理」 ，将仓库内的成员进行

移除，移除后对应成员将失去对该仓库原有的权限 

 

 

  

https://gitee.com/help/articles/4176
https://gitee.com/help/articles/4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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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文档 

这里可以记录企业开发文档，需求文档等，用户在文档页面可以查看、管理、编辑、导入、导出文档，

文档支持在线编辑、分组等 

 

 

7.1 新建文档 

 通过网站的左上角「添加文档」，选择「新建文档」，进入新建文档页面 

 

 
 

 在新建文档页面填写文档信息。文档相关概念说明如下： 

 
 名称：文档的名称，用于文档的命名 

 文档类型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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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文档： 

 企业公开：企业内所有成员都可访问此文档 

 团队公开：团队内的成员可访问此文档 

 所属团队：选择文档属于某个团队 

 

 外部公开：文档操作仅企业内可编辑, 但文档的预览链接对所有用户开放 

 项目公开：仅允许项目内的成员可访问 

 所属项目：选择文档属于某个项目 

 仓库文档： 

 企业公开：企业内所有成员都可访问此文档 

 团队公开：团队内的成员可访问此文档 

 所属团队：选择文档属于某个团队 

 

 外部公开：文档操作仅企业内可编辑, 但文档的预览链接对所有用户开放 

 项目公开：仅允许项目内的成员可访问 

 所属项目：选择文档属于某个项目 

 专属地址：输入文档名称会自动生成，不满意可自定义填写个性地址 

 所属分组（选填）：选择文档存放于哪个分组下面 

 简介：文档的简单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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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提交」，即可在码云上创建你的第一个文档 

7.2 导入文档 

 通过网站的左上角「添加文档」，选择「导入文档」，进入导入文档页面 

 

 
 

 操作须知 

 该功能支持导入从 Team@OSC 网站导出的文档 zip 包（请勿解压或更改文件内数据） 

 支持自定义 ZIP 包但需要满足以下格式，否则会导致导入失败或错误 

 下载示例文件 

example.zip 

  └ example_directory 

      └ 1_API文档|osc_api 

          └ 文档内容.md 

      └ 2_开发文档|dev-doc 

          └ 文档内容 1.md 

      └ ... 

               

格式解释： 

"example_directory": 文件夹, 底下存放多个需导入的文档 

"1_API文档|osc_api": 以 | 划分为两部分, 左侧是文档编号和名称, 编号: 1_ 名称: API 文

档。右侧字符为文档的路径 

"文档内容.md"： 单个文档下目录和文件 

  

https://gitee.com/
http://192.168.1.155:3000/docExample.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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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界面如下图： 

 

 
 

选择团队公开时需选择团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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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用户可以在附件页面查看企业或者项目关联的附件信息，可以下载上传附件。而机制文件可以以附

件形式关联到项目或者企业 

 

 
 

8.1 上传附件 

 通过网站的左上角「上传附件」，进入上传附件页面 

 

 
 

 在上传附件页面填写附件信息。上传附件相关概念说明如下： 

 
 选择文件：点击上传本地文件 

 描述：文件的简单介绍 

 关联项目：附件和项目做关联，查找可通过项目筛选 

 关联仓库：附件和仓库做关联，查找可通过仓库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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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确认」，即可在码云上上传你的第一个附件 

8.2 条件筛选查找 

 通过页面右上角所有项目、所有仓库、输入附件名筛选附件 

 

 
 

  

https://git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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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成员 

用户可以在成员页面查看、管理成员信息。可以按照所有人员、外包人员查看，也可以查看或管理

某个团队的成员信息 

 

 

9.1 添加成员 

 通过网站的左上角「添加成员」，选择「添加成员」，进入新建文档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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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添加页面填写成员信息。成员相关概念说明如下： 

 
 邮箱：成员注册时的邮箱地址 

 成员角色：赋予成员角色，对应不同权限 

 成员属性：赋予成员属性，对应不同权限 

 

 

 点击「添加」，即可在码云上添加你的第一个成员 

9.2 添加团队 

 通过网站的左侧「添加团队」，选择「添加团队」，进入添加团队页面 

 

 
 

https://git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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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添加团队填写团队信息。团队相关概念说明如下： 

 
 类型：针对内部项目和外包项目选择对应类型 

 名称：团队的名称 

 简介（可选）：团队的简单介绍 

 属性 

 内部的：只有企业内部人员才可以访问团队首页 

 公开的：任何人都可以访问团队首页 

 负责人：团队的负责人 

 成员：选择添加团队的成员（可多选） 

 

 

 点击「新建团队」，即可在码云上添加你的第一个团队 

 

 

 
 

https://git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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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常用工具及插件教程 

1．Eclipse 中 egit 插件使用-图文并茂-详细 

 约定 

演示使用的 Eclipse 版本为 Kepler SR1,git 服务为 gitee.com 

 

 步骤 

a) 准备代码库 

新建仓库 

 

 
 

然后复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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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 Eclipse的 git视图中克隆代码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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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建一个项目用于演示，实际中可以是任意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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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将项目加入本地的代码库 

 

 
 

选择 git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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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代码库 

 

 
 

d) 提交到中央仓库 

本地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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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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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结果 

 

 
 

在服务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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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标签管理 

git 上同样支持标签，可以标记代码库中比较重要的版本，而且使用起来相当方便 

 

 
 

填写标签的说明信息，选择代码版本用于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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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标签到中央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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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推送标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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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结果 

 

 
 

在服务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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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分支管理 

git 也支持分支，并且在各个分支之间切换非常容易 

 

新建版本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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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支名称 

 

 
 

本地已经有分支了，并且当前在工作空间打开的代码已经在新分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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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服务器上还没有，我们需要推送到服务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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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取推送分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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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推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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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送结果 

 

 
 

已经可以看到服务器端已经有新的分支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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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服务器端查看 

 

 
 

 总结 

本文介绍了使用 Eclipse自带的 egit 插件对 git代码管理的操作，涵盖了新建托管、推送修改

（新托管项目提交）、标签管理、分支管理，使用了大量图片，方便新手学习使用 

2．TortoiseGit 配合 msysGit 在 Gitee 代码托管的傻瓜教程 

下载 msysgit 

http://msysgit.github.io/ 

下载 TortoiseGit 

http://code.google.com/p/tortoisegit/ 

 

先安装 msysgit，做如下步骤配置 

点开图标 

 

 

 

 

http://my.oschina.net/icelily/blog/141342
http://msysgit.github.io/
http://code.google.com/p/tortoise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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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入到你本地的 git工作文件夹下，放在 G:/git 

 

 
 

然后初始化配置 git init 

 

 
 

文件夹下面就会出现这么一个隐藏文件.git 

 

 
 

然后配置用户名 

 

$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admin” 
$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admin@gitee.com” 

 

后面你可以从 git 上弄份托管代码下来测试一下 

 
$ git clone http://192.168.1.155:3000/enterprise/test.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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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代码就在下面这张图的位置 

 

 
 

有兄弟要抓狂了，上面全是命令行啊！！！ 

好了，接下来就要讲解 TortoiseGit 来处理上面的步骤 

然后呢就是安装海龟 tortoiseGit 安装应该都看的懂吧，英文不是问题 

如果上面的.git文件夹没有建立，先到 G:/git文件夹，右键文件夹，然后 Git Create.... 

 

 
 

在弹出的对话框勾选 make it bare  

 

 
 

进入后会发现有.git文件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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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设置，右键空白处 TortoiseGit>Setting 设置用户名和邮箱等信息 

 

 

在用户工作目录下点击右键,选择 git clone,弹出对话框 

 

 
 

点击 ok 后,发现此文件夹下多了一个隐藏的文件夹.git,则 clone 成功 

如果你新建了一个项目，就建在刚刚的又.git 的文件夹下面，便便将要托管的项目 mypubuliu 文件



码云私有云版 Git Premium  V2.0 用户手册 

夹放到 G:/git文件夹下 

然后右键文件夹 Tortoisegit-->add, 

然后右键 Git Commit -> "master"... 在弹出的对话框,输入 message 信息后点 ok,此时 index.jsp

变成对勾,提交到了本地服务器 

然后右键 Tortoisegit-->push 则提交到了远程服务器 

中间会要求输入 Git@OSC 的用户名和密码 

3．如何导入外部 Git 仓库到中国源代码托管平台（Gitee） 

针对最近有很多网友提问，如何导入外部代码仓库（Github、bitbucket、Google Code 等等）到

Git@OSC ，给出如下解决方案： 

 方案 1： 

从原始地址 clone 一份 bare 仓库 

 
$ git clone --bare  https://github.com/bartaz/impress.js.git （例子） 

 

在 Git@OSC上创建一个项目（http://git.oschina.net/projects/new）,这里注意，不要勾选使用

Readme 初始化项目，不要选择项目的授权协议和.gitignore 文件，因为这些会导致项目有第一个提

交 

记下新建项目后的地址，推荐使用 http或者 ssh方式皆可，大项目推荐 ssh 方式 

 

$ cd impress.js.git 

$ git push --mirror git@git.oschina.net:username/impress-js.git 

 

此命令执行完成后即完成导入，删除 impress.js.git 文件夹即可 

 方案 2： 

此方案，手头已经有了项目的完成仓库，则无需再从第三方代码托管平台上 clone下来 

到 Git@OSC上创建项目，同样不要选择以上所说的三项 

命令行进入项目目录，git status 确保项目状态为： 

 

$ nothing to Commit, working directory clean 

 

如果状态不是这样，则需要通过提交、暂存等操作，使项目当前状态为 clean 

添加 Git@OSC的 remote 

 

$ git remote add git-osc git@git.oschina.net:username/translate4j.git 

 

推送所有分支和 tags 

 

$ git push git-osc --all 

$ git push git-osc --tags 

 

以上两条命令执行完毕，即完成导入 

mailto:Git@OSC
mailto:Git@OSC
http://www.oschina.net/question/82993_133520
http://my.oschina.net/u/1164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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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 3： 

此方案针对导入已有的 SVN 仓库 

同上，先新建项目，不要选择以上所说的三项 

使用 git-svn 工具 clone svn 仓库，git-svn 已经是 Git的默认组建，如果你安装的是较新版本的

Git 客户端的话，则不需要再单独下载这个组件 

 
$ git svn clone http://translate4j.googlecode.com/svn/trunk/ translate4j 

 

同样，进入项目目录，添加 remote 

 

$ git remote add git-osc git@git.oschina.net:username/impress.js.git 

 

同样，推送所有分支和标签 

 

$ git push git-osc --all 

$ git push git-osc --tags 

 

以上两条命令执行完毕，即推送完成 

4．https 方式使用 Gitee 设置密码的方式 

https 方式每次都要输入密码，按照如下设置即可输入一次就不用再手输入密码的扰而且又享受 

https 带来的极速 

设置记住密码（默认 15分钟）： 

 

$ git config --global credential.helper cache 

 

如果想自己设置时间，可以这样做： 

 

$ git config credential.helper 'cache --timeout=3600' 

 

这样就设置一个小时之后失效 

长期存储密码： 

 

$ git config --global credential.helper store 

 

增加远程地址的时候带上密码也是可以的 (推荐) 

 

$ http://yourname:password@gitee.com/name/project.git 

 

补充：使用客户端也可以存储密码的 

如果你正在使用 ssh而且想体验 https 带来的高速，那么你可以这样做： 

切换到项目目录下 ： 

 

$ cd projectfile/ 

 

  

http://git.oschina.net/oschina/git-osc/issues/2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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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远程 ssh 方式的仓库地址 

 

$ git remote rm origin 

 

增加 https远程仓库地址 

 

$ git remote add origin http://yourname:password@gitee.com/name/project.git 

Update: 

Git-for-Windows 默认带有 Git-Credential-Manager-for-Windows 

Linux 和 Mac 用户可以使用： Git-Credential-Manager-for-Mac-and-Linux 

安装文档： 

https://github.com/Microsoft/Git-Credential-Manager-for-Mac-and-

Linux/blob/master/Install.md 

搞定，enjoy the spee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Git-Credential-Manager-for-Windows
https://github.com/Microsoft/Git-Credential-Manager-for-Mac-and-Linux
https://github.com/Microsoft/Git-Credential-Manager-for-Mac-and-Linux/blob/master/Install.md
https://github.com/Microsoft/Git-Credential-Manager-for-Mac-and-Linux/blob/master/Install.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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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见问题以及解决方法 

1．初次运行 Git 前的配置 

在新的系统上，我们一般都需要先配置下自己的 Git 工作环境。配置工作只需一次，以后升级时还

会沿用现在的配置。当然，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用相同的命令修改已有的配置 

Git 提供了一个叫做 git config 的工具（译注：实际是 git-config 命令，只不过可以通过 

git 加一个名字来呼叫此命令。），专门用来配置或读取相应的工作环境变量。而正是由这些环境

变量，决定了 Git 在各个环节的具体工作方式和行为。这些变量可以存放在以下三个不同的地方： 

 

 /etc/gitconfig 文件：系统中对所有用户都普遍适用的配置。若使用 git config 时用 --

system 选项，读写的就是这个文件 

 ~/.gitconfig 文件：用户目录下的配置文件只适用于该用户。若使用 git config 时用 --

global 选项，读写的就是这个文件 

 当前仓库的 Git 目录中的配置文件（也就是工作目录中的 .git/config 文件）：这里的配置

仅仅针对当前仓库有效。每一个级别的配置都会覆盖上层的相同配置，所以 .git/config 里的

配置会覆盖 /etc/gitconfig 中的同名变量 

 

在 Windows 系统上，Git 会找寻用户主目录下的 .gitconfig 文件。主目录即 $HOME 变量指定的

目录，一般都是 C:\Documents and Settings\$USER。此外，Git 还会尝试找寻 /etc/gitconfig 

文件，只不过看当初 Git 装在什么目录，就以此作为根目录来定位 

 

 用户信息配置 

 
第一个要配置的是你个人的用户名称和电子邮件地址。这两条配置很重要，每次 Git 提交时都会引

用这两条信息，说明是谁提交了更新，所以会随更新内容一起被永久纳入历史记录： 

 
$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John Doe" 

$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johndoe@example.com 

 

如果用了 --global 选项，那么更改的配置文件就是位于你用户主目录下的那个，以后你所有的仓

库都会默认使用这里配置的用户信息。如果要在某个特定的仓库中使用其他名字或者电邮，只要去

掉 --global 选项重新配置即可，新的设定保存在当前仓库的 .git/config 文件里 

 

 文本编辑器配置 
 

接下来要设置的是默认使用的文本编辑器。Git 需要你输入一些额外消息的时候，会自动调用一个

外部文本编辑器给你用。默认会使用操作系统指定的默认编辑器，一般可能会是 Vi 或者 Vim。如

果你有其他偏好，比如 Emacs 的话，可以重新设置： 

 
$ git config --global core.editor ema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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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分析工具还有一个比较常用的是，在解决合并冲突时使用哪种差异分析工具。比如要改用 

vimdiff 的话： 

 
$ git config --global merge.tool vimdiff 

 

Git 可以理解 kdiff3，tkdiff，meld，xxdiff，emerge，vimdiff，gvimdiff，ecmerge，和 

opendiff 等合并工具的输出信息。当然，你也可以指定使用自己开发的工具 

 

 查看配置信息 
 

要检查已有的配置信息，可以使用 git config --list 命令： 

 
$ git config --list 

user.name=Scott Chacon 

user.email=schacon@gmail.com 

color.status=auto 

color.branch=auto 

color.interactive=auto 

color.diff=auto 

... 

 
有时候会看到重复的变量名，那就说明它们来自不同的配置文件（比如 /etc/gitconfig 和 

~/.gitconfig），不过最终 Git 实际采用的是最后一个 

也可以直接查阅某个环境变量的设定，只要把特定的名字跟在后面即可，像这样： 

 
$ git config user.name 

Scott Chacon 

2．如何处理代码冲突 

冲突合并一般是因为自己的本地做的提交和服务器上的提交有差异，并且这些差异中的文件改动，

Git 不能自动合并，那么就需要用户手动进行合并如我这边执行 git pull origin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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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Git 能够自动合并，那么过程看起来是这样的 

 

 
 

拉取的时候，Git 自动合并，并产生了一次提交 

 

如果 Git 不能够自动合并，那么会提示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 README.MD 有冲突，需要我们手动解决，修改 README.MD解决冲突 

 

 
 

可以看出来，在 1+1=几的这行代码上产生了冲突，解决冲突的目标是保留期望存在的代码，这里保

留 1+1=2，然后保存退出 

 

 
 

退出之后，确保所有的冲突都得以解决，然后就可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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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t add . 

$ git Commit -m "fixed conflicts" 

$ git push origin master` 

 

即可完成一次冲突的合并 

  



码云私有云版 Git Premium  V2.0 用户手册 

整个过程看起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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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it 的基本概念/常用命令及实例 

 什么是仓库 

在 Git 的概念中，仓库，就是你存在.git 目录的那个文件夹内的所有文件，包括隐藏的文件，Git

程序会再当前目录以及上级目录查找是否存在.git 文件，如果存在，则会将.git 目录存在的文件夹

开始下的所有文件当成你需要管理的文件，所以，我们如果想将某个文件夹当做一个 Git仓库，你

可以在那个文件夹下通过终端(Window 为 Cmd 或者 PoewrShell 或者 Bash)来执行 

 
$ git init 

 
这样，你所期望的那个文件夹就成为了一个 Git管理的仓库了 

 

 什么是版本 

严格来讲，Git并不存在版本的概念，但人们也硬是发展出了这么个玩意，在 Git 中，计数基础是提

交，即我们常说的 Commit，我们每做一点更改便可以产生一次提交，当提交累计起来，可以作为产

品定型时，就在当前的 Commit 上打上一个标记，将这个标记我们称之为版本多少多少，那么就算完

成了一个版本，标记本身被称之为 Tag，请注意，在 Git 中，版本仅仅只是某一个提交的标签，并没

有其他意义，Git 本身也仅有打标签的功能，并没有版本功能，版本功能是根据 Tag来扩展的，Git

本身并没有 

 

 什么是分支 

这是 Git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常用的概念和功能之一，分支功能解决了正在开发的版本与上线版本稳

定性冲突的问题在 Git使用过程中，我们的默认分支一般是 Master，当然，这是可以修改的，我们

在 Master完成一次开发，生成了一个稳定版本，那么当我们需要添加新功能或者做修改时，只需要

新建一个分支，然后在该分支上开发，完成后合并到主分支即可 

 

 什么是提交 

提交在 Git中同样是非常重要的概念，Git 对于版本的管理其实是对于提交的管理，在整个 Git仓库

中，代码存在的形式并不是一分一分的代码，而是一个一个的提交，Git使用四十个字节长度的 16

进制字符串来标识每一个提交，这基本保证了每一个提交的标识是唯一的，然后通过组织一个按照

时间排序的提交列表，就组成了我们所说的分支，请注意，分支在本质上只是一个索引，所以，我

们可以任意回退，修正，即使因为某些原因丢失了，也可以重建另外，关于 Git 的储存方式:Git是

仅仅只储存有修改的部分，并不会储存整个文件，所以，请不要删除文件夹整个文件夹的内容，除

非你确定你不再需要他，否则请勿删除 

 

 什么是同步 

同步，也可以称之为拉取，在 Git中是非常频繁的操作，和 SVN 不同，Git的所有仓库之间是平等

的，所以，为了保证代码一致性，尽可能的在每次操作前进行一次同步操作，具体的为在工作目录

下执行如下命令: 

 
$ git pull origin ma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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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origin代表的是你远程的仓库，可以通过命令 git remote -v 查看，master 是分支名，如

果你本地是其他分支，请换成其他分支的名字，另，因为远程仓库与你本地仓库可能存在冲突，故

当存在冲突时，请参考进阶篇的如何处理冲突 

 

 什么是推送 

和拉取一样，也是一个非常频繁的操作，当你代码有更新时，你需要更新到远程仓库，这个动作被

称之为推送，执行的命令与拉取一样，只是将其中的 pull 这个单词改成 push，同样，如果远程仓库

存在你本地仓库没有的更新，则在推送前你需要先进行一次同步，如果你确定你不需要远程的更

新，则在推送时加上 -f 选项，则可以强制推送，注:在协同开发中，我并不建议这么做，因为这

样很可能覆盖别人的代码 

 

推送代码示例: 

 
$ git push origin master 

 

强制推送代码示例: 

 
$ git push origin master -f 

 

 什么是冲突 

在使用 Git开发时，如果只是一个人使用，那么基本不会产生冲突，但是在多人合作开发的情况

下，产生冲突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关于如何处理冲突，请参考进阶篇的如何处理代码冲突 这一

小节 

 

 什么是合并 

合并这个命令通常情况下是用于两个分支的合并，一般用于本地分支，远程分支多用 Pull 命令，该

命令的功能是将待合并分支与目标分支合并在一起，注意，这个命令只会合并当前版本之前的差

异，两个分支的提交历史会根据提交时间重新组织索引，故只可能会产生一次冲突但是会生成一个

提交，如果你不想生成这次提交，加上 --base参数即可 

 

 什么是暂存 

这个既是一个概念也是一个命令，其含义就是字面上的，作用就是可以将你当前正在进行的工作暂

时存起来，然后在此基础上干别的事情，等你别的事情干完后，再转回来继续，注意，暂存只是针

对你最后一次改动而言，即针对当前所在的版本的所有改动都算具体执行命令为: 

 

将当前改动暂存起来: 

 
$ git stash 

 

恢复最后一次暂存的改动 

 
$ git stash pop 

 

查看有多少暂存 

 
$ git stash list 

 

https://gitee.com/help/articles/%24%7Bdomain%7D?v=%24%7Bversion%7D&t=83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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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撤销 

撤销命令使用是非常频繁的，因为某些原因，我们不再需要我们的改动或者新的改动有点问题，我

们需要回退到某个版本，这时就需要用到撤销命令，或者说这个应该翻译成重置更加恰当。具体命

令如下: 

#####撤销当前的修改: 

 
$ git reset --hard 

 

请注意:以上命令会完全重置你的修改，如果你想保留某些文件，请使用 checkout +文件路径 命令

来逐一撤销修改 

 

如果你想重置到某一版本，可以将 --hard 改为具体的 Commit的 id如: 

 
$ git reset 1d7f5d89346 

 

请注意，这时你的修改仍然存在，只是你的最近一次提交的版本号变成了你要重置的版本，如果说

你想完全丢弃修改，只需要加上 --hard参数就可以 

 

这里解释的只是一些工作中经常用到的 git 的基本概念，名词，并不包含 Git 的所有名词，概念解

释，故本文未提到之处请自行使用搜索引擎搜索;另:文档编撰者尽可能的寻找标准的解释，因结果

来自于互联网，如果解释有错漏之处，烦请指出并给出正确的解释，谢谢 

 

另，本文仅提到部分常使用的概念以及命令，但 Git 远远不止这些东西，所以，在本文找不到的内

容请自行百度，这里推荐 Git 的官方文档(中文和英文均有，由官方以及志愿者维护):http://git-

scm.com/book/zh/v2 ，廖雪峰博

客:http://www.liaoxuefeng.com/wiki/0013739516305929606dd18361248578c67b8067c8c017b000 

  

http://git-scm.com/book/zh/v2
http://git-scm.com/book/zh/v2
http://www.liaoxuefeng.com/wiki/0013739516305929606dd18361248578c67b8067c8c017b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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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进行版本回退 

版本回退有多种方式,下面一一演示: 

 

 回退到当前版本(放弃所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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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弃某一个文件的修改 

 
 

 回退到某一版本但保存自该版本起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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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退到某一版本并且放弃所有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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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退远程仓库的版本 

先在本地切换到远程仓库要回退的分支对应的本地分支，然后本地回退至你需要的版本，然后执

行： 

 
$ git push <仓库名> <分支名> -f  

 

 如何以当前版本为基础，回退指定个 Commit 

首先，确认你当前的版本需要回退多少个版本，然后计算出你要回退的版本数量，执行如下命令 

 
$ git reset HEAD~X //X 代表你要回退的版本数量，是数字！！！！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合并过分支，那么背合并分支带过来的 Commit 并不会被计入回退数量中，

而是只计算一个，所以如果需要一次回退多个 Commit，不建议使用这种方法 

 

 如何回退到和远程版本一样 

有时候，当发生错误修改需要放弃全部修改时，可以以远程分支作为回退点退回到与远程分支一样

的地方，执行的命令如下 

 
$ git reset --hard origin/master // origin 代表你远程仓库的名字，master 代表分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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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码云平台中仓库的权限说明 

 仓库成员权限说明 

在码云平台，仓库成员权限可以以下几种： 

成员角色 权限 

访客（登录用户） 

对于公有仓库：创建 Issue、评论、Clone 和 Pull 仓库、打包下载代码、

Fork 仓库、 

Fork 仓库提交 Pull Request、下载附件 

报告者 

继承访客的权限。 

私有仓库：不能查看代码、不能下载代码、不能 Push 、不能 Fork 、 

不能提交 Pull Request、可下载附件，不能上传附件，不能删除附件 

观察者 
继承报告者权限 

私有仓库：创建 Wiki、可以 Clone 下载代码、可以 Pull、不能 Fork 

开发者 

创建 Issue、评论、Clone 和 Pull 仓库、Fork 仓库、打包下载代码、创

建 Pull Request、 

创建分支、推送分支、删除分支、创建标签（里程碑）、 

创建 Wiki、可上传附件，可删除自己上传的附件，不能删除他人上传的附

件、 

管理员 

创建 Issue、评论、Clone 和 Pull 仓库、打包下载代码、创建 Pull 

Request、 

创建分支、推送分支、删除分支、创建标签（里程碑）、创建 Wiki、 

添加仓库成员、强制推送分支、编辑仓库属性、可上传附件，可删除自己或

他人上传的附件、 

不能转移/清空/删除仓库 

 

 添加成员、成员权限变、更删除成员参考 仓库成员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