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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15.1   版本库统计 

 16   项目配置 

1   说明 

关于手册中方框标记部分的说明 

 Note 是需要注意的部分。 

 Hint 是群英汇为 Redmine扩展的部分。 

2   用户账号 

 我的账号 

 

我的账号截图 

此界面可以修改用户的姓名、邮件地址、语言、以及时区和接收邮件的设置。 

 邮件通知 

邮件通知的下拉框选项有： 

o 只收取我跟踪或参与的项目的通知 

o 收取我的项目的所有通知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不同的邮件通知策略 

同时，你也可以选种下拉框下面的那个复选框（不要发送对我自己提交的修改的通

知），这样就可以避免接收到你自己活动的邮件通知。 

 我的工作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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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工作台截图 

该页面用于显示你所参与的项目的各种信息块。 默认情况下只有下面两个模块启

用： 

o 指派给我的问题 

提供一个跨项目的指派给当前用户的问题列表，显示问题的 ID，项目，跟踪

标类型签和主题。 

o 已报告的问题 

提供一个跨项目的由当前用户报告的问题列表，显示问题的 ID，项目，跟踪

标签类型和主题。 每一个用户可以通过点击"个性化定制本页"的链接个性化

我的工作台。 然后用户可以选择哪些可用的模块被显示: 

o 日历 

提供一个跨项目的每周日历概述 

o 文档 

提供一个跨项目的最近文档概述 

o 最近的新闻 

提供一个跨项目的最近新闻概述 

o 耗时 

提供一个跨项目的关于当前用户最近 7天工时的概述 

o 跟踪的问题 

提供一个跨项目的由当前用户跟踪的问题列表 

 忘记密码 

http://www.redmine.org.cn/


www.redmine.org.cn –Redmine 中文网整理 

如果你忘记了密码,可用点击登录界面上的"忘记密码"链接, 然后填入你的邮箱地

址, 点击提交。 随后你将收到一封邮件, 点击该邮件里的那个超链接, 你将跳到一

个修改用户密码的界面, 输入新密码以及确认密码。 这样, 你就可以用刚才新建的

密码登录系统了。 

Note 

 管理员可以禁用该功能 

 如果你的账号使用了外部认证(如 LDAP),同样不能使用该功能。 因为外

部认证的密码存储在 LDAP中, Redmine 不能修改 LDAP 里的信息。 

 注册 

点击主页右上角的"注册"链接, 用户可以自己注册。 填写好表单提交后你将收到一

封激活账号的邮件, 通过邮件里的链接, 可以激活你刚注册的账号。 

Note 

 该功能需要管理员开启"允许自注册"功能, 并选择通过邮件激活账号 

3   登录 

点击主页右上角的"登录"链接 

 

可跳到登录页面 

 

输入登录名和密码, 点击登录按钮, 即可进入系统。 .. hint:: 单点登录功能 

群英汇给 Redmine 添加了单点登录的功能: 

 该功能主要是省去了多个应用重复输入登录信息的麻烦, 免去了员

工记忆多个账号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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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单点登录功能之后, 在一个应用中登录之后, 不用再次输入登

录名和密码就可以访问其他应用程序了(前提是你的所有应用都支

持单点登录),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密码的暴露几率, 提高了账

号的安全性。 

4   注册 

该操作需要管理员开启"允许用户注册"的功能 

 

注册截图 

注册用户需要填写的字段包括: 登录名, 密码, 名字, 姓氏和邮箱, 以及可选的用户

语言字段。 

注册流程 

根据管理员的设置, 用户的账号由以下几种激活方式: 

 通过邮件认证激活账号 

用户注册后, 将收到一封激活账号的邮件, 通过点击邮件里的链接, 就可以激活刚

注册的邮件。 

 手动激活账号 

用户注册后, 需要等待管理员手动激活刚注册的账号。 

 自动激活账号 

用户注册后, 直接可以用刚才注册的账号登录系统。 

5   项目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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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述截图 

该页面提供一个关于该项目的总体概述 

 左上角的问题跟踪区域列出了目前项中每一种问题跟踪标签的打开数量以

及总共数量 

 在成员区域列出该项目组的所有成员 

 在最新新闻区域列出了项目的最新新闻 

6   项目活动 

 

项目活动截图 

该页面列出了该项目所有活动的历史记录, 这些活动包括: 

 问题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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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 

 文档 

 文件 

 Wiki 编辑记录 

 帖子 

 耗时 

该页面的右边栏允许你选择具体显示哪类活动 

如果你想要同时显示子项目的活动, 那么你需要选种"子项目"复选框。 .. 

hint:: 修改查看项目活动的基准时间 

Redmine 将当天的日期作为显示项目活动的基准时间, 当你点击"活动"选项卡时, 它

会显示前 30天到当天的活动。 

这样会出现一个问题: 当项目连续 30 天没有活动时, 项目活动首页会出现空白页。 

群英汇的修改: 将最后一次活动时间作为基准时间, 这样就避免了上述问题的发生。 

7   问题跟踪 

问题是 Redmine的核心业务。 一个问题绑定到一个项目, 由某一用于创建, 可以关

联到某一版本, 等等。 

 查看某一问题 

在问题列表页面点击某一问题的链接, 可以查看该问题的具体描述。 

 相关的问题 

允许开发者将某一问题与其他问题建立关联, 从而起到了删除重复问题, 简化工作

流的作用。 当前版本允许建立的关联类型有: 

o 关联到 

o 重复 

如果问题 B重复于 A，那么关闭 A将自动关闭 B。 

o 阻挡 

如果问题 B阻挡 A，A无法关闭，除非 B已经关闭。 

o 优先于 

如果 A优先于 B，那么将 B的起始日期自动设置为 A 的截至日期+延迟天数

+1。 

o 跟随于 

问题 B跟随于 A（例如 A截至于 21/04，B开始于 22/04），这时如果将 A的

截至日期延迟 2天，那么 B 的起始和截至日期将自动推迟 2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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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问题显示页面相关问题区域的"新增"链接, 可根据具体的情况建立不同类型的

问题关联。 

 

管理员可以定义添加和修改问题关联的权限 

 跟踪者 

点击问题显示页面跟踪者区域的"新增"链接, 在下拉列表里选择跟踪者 

 

管理员可以定义添加和删除跟踪者的权限 

 相关修订 

当提交代码时在提交注释中引用某一问题, 那么稍后将会在该问题的显示页面中出

现对于该次提交的描述信息。 

 

相关修订截图 

具体那些使用那些关键字, 可以咨询你们的管理员, 看他是如何配置的。 

 新建问题 

要创建新的问题, 你需要有新建问题的权限 

创建问题时, 最重要的字段是跟踪标签字段, 它决定了问题的类型。 

默认情况下, Redmine有三种跟踪标签: 

http://www.redmine.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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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缺陷 

o 功能 

o 支持 

 更新已经存在的问题 

要更新问题的属性, 你需要有编辑问题的权限。 

7.1   问题列表 

 概述 

点击"问题"选项卡, 默认你将看到该项目中所有处于打开状态的问题。 

 

 过滤器的应用 

默认情况下, 问题列表显示了所有处于打开状态的问题。 你可以添加过滤器, 点击

"应用"链接刷新问题列表, 点击"清除"链接删除设置的滤器。 

你可以通过点击那个小"+"号按钮, 为过滤器字段选择多个值。 这时会出现一个选

择列表, 按住"ctrl"后, 可选择多个值。 

 自定义查询 

当刷新页面后, 刚设置的过滤器就会消失, 你可以通过点击"保存"链接保存你设置

的过滤器, 从而建立自定义查询。 

在新建自定义查询的界面输入自定义查询的名称, 以及过滤器和其他属性的设置。 

点击保存之后, 新建的自定义查询将会出现在问题列表界面的右边栏中。 

 快捷菜单 

在问题列表的某一个问题上, 点击鼠标右键, 将弹出一个快捷菜单, 用于便捷编辑

问题。 

快捷菜单包含的选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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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编辑 

o 状态 

o 跟踪标签 

o 优先级 

o 目标版本 

o 指派给 

o 完成度 

o 登记工时 

o 跟踪者 

o 副本 

o 复制 

o 移动 

o 删除 

 批量编辑问题 

在问题列表界面, 你可以通过选择多个复选框, 也可以按住"ctrl"键的同时选择多

个问题, 然后点击右键, 同样会弹出一个快捷菜单, 可以对选中的多个问题同时编

辑。 你也可以点击复选框上面的那个"对号"图标, 全选问题或则撤销全选。 

 边栏 

问题列表的右侧边栏提供了几种不同的功能链接: 

o 问题区域 

 查看所有问题 

该链接用于从自定义查询页面跳回问题列表页面 

 摘要 

从项目级别上查看问题的概述 

 日历 

日历上显示问题以及目标版本, 用于把握项目的进度。 

 甘特图 

显示问题与时间的的二维图表, 从而清晰地展现了项目的进度与当前

的主要任务。 

o 自定义查询区域 (如果你建立了自定义查询) 

该区域列出了所有自定义查询的链接 

7.2   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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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图提供了一个更高级别的基于项目版本的对于整个问题跟踪系统的概述, 它可以

帮助制定项目计划, 管理项目开发。 

 概述 

点击"路线图"选项卡, 你就可以查看当前项目的进展状态: 

o 版本名称 

o 版本的完成日期 

o 进度条 

根据问题状态所占的百分比(即问题的完成度), 统计出目标版本的完成度。 

o 目标版本相关连的问题列表 

 管理路线图 

如果你的权限合适, 你可以为版本添加一个 wiki页面(参考 项目版本), 用于描述

当前版本的一些主要事件。 

 边栏 

路线图页面的右边栏为你提供了以下功能: 

o 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路线图上显示哪些跟踪标签。 

o 可以根据需要, 选择是否显示已经完成的版本 

o 所有版本的链接 

7.2.1   版本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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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概述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关于当前版本的状态描述。 包括: 

 版本名称 

 版本完成时间 

 版本的进度条 

 wiki(如果管理员配置了 wiki页面) 

 相关的问题列表 

 时间跟踪区域 

o 预期时间 

o 耗时 

 分组显示区域 

可供分组显示问题的选项有: 

o 类别 

o 跟踪标签 

o 优先级 

o 作者 

o 指派给 

7.3   日历 

 概述 

在问题列表页面, 点击右边栏的"日历"链接, 即可进入日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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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提供了一个按月份显示的项目预览。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一个任务状态的起止日

期。 

 过滤器 

像 Redmine提供的其他视图一样, 你可以通过设置过滤器从而决定日历图上显示的

内容。过滤器的用法可以参见 过滤器 

7.4   甘特图 

在问题列表页面, 点击右边栏的"甘特图"链接, 即可进入甘特图界面。 

甘特图显示问题的起止日期以及版本的截至日期 

 

甘特图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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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实时跟踪 

实时跟踪允许你跟踪解决某一具体问题所花费的时间。 通过填写预期时间, 项目经

理可以根据你的进度更好地制定项目计划。 同时实时跟踪与项目成员建立了关联, 从而有

效的度量了每个成员的工作情况。 

 给问题登记工时 

通过点击问题浏览页面上"登记工时"的链接, 可以给该问题登记工时。 

 

预计耗时字段可填入的时间格式如下: 

o 整数格式的小时和分钟: 1, 1h, 1hour, 2hours, 30m, 30min, 

1h30, 1h30m, 1:30 

o 小数格式的小时: 1.5 1,5(等于 1h30) 

你也可以在更新问题时填入工时 

 项目级别的登记工时 

如果登记工时时问题字段为空, 那么该工时就属于整个项目的工时。 

9   新闻 

在"新闻"选项卡下, 你可以发布关于项目的新闻条目, 甚至任何你喜欢的新闻条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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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条目包含的字段有: 

 标题 

 概述 

概述将和标题一起被显示在项目概述页面的 最近新闻 部分, 而详细信息只有点

击了该新闻条目时才能看到。 

 详细信息 

如果你有创建新闻的权限, 那么你就可以添加/编辑/删除新闻。 

10   文档 

 

在这里可以书写不同类型的文档, 默认有两种文档类型: 

 用户文档 

 技术文档 

管理员可以添加文档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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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文件 

 

在这里可以上传项目需要用到的其他资源, 如图片, 视频等等。 

12   讨论区 

 

讨论区给项目成员之间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 管理员根据需要可以创建不同类别的

讨论区。 

 讨论区列表页面显示的内容: 

o 话题的总数 

o 留言的总数 

o 最后留言的链接 

 发起一个话题 

点击右上角的"新贴"链接, 进入新建贴子的页面, 输入主题和内容, 点击创建按钮, 

一个新的话题就发起了。 

话题有两个可选选项: 

o 置顶(sticky): 如果选中, 表示该话题将会在讨论区列表置顶, 并

加粗显示 

o 锁定(locked): 如果选中, 表示该贴不允许用户跟贴 

http://www.redmine.org.cn/
file:///C:/Users/qinyongli/Desktop/redmineä½¿ç�¨æ��å��.htm%23id54
file:///C:/Users/qinyongli/Desktop/redmineä½¿ç�¨æ��å��.htm%23id55


www.redmine.org.cn –Redmine 中文网整理 

13   Wikis 
 创建一个新的 Wiki页面 

在任何一个 wiki页面，仅仅需要添加一个你想要创建的新页面的链接。 

[[MyNewPage]] 

保存当前页面，点击刚添加的链接，恭喜：你已经成功创建了一个名为

"MyNewWikiPage"的新页面。 

 保护 wiki页面 

如果你拥有保护 wiki页面的权限，你可以点击"锁定"链接保护该 Wiki页面。 

已经锁定的 wiki页面只允许拥有保护 wiki页面权限的用户编辑。 

拥有此权限的用户同样可以为该页面解锁。 

 Wiki页面的历史 

Redmine保存每一次 wiki页面的改动历史。 通过点击"历史"链接你可以浏览这些

变更。 

点击变更的序列号可查看某一个具体版本的页面信息。 

你可以通过点击"回退到这个版本"的链接回退该页面到先前的版本。 

14   版本库 

点击"版本库"选项卡, 你可以浏览项目的版本库以及最近的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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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通过打开目录前面的"+"按钮, 展开目录。 

你也可以点击目录链接进入该目录。 

点击某一修订号你可以查看该次提交的详细信息。 

想要浏览已知提交号的某一次提交的具体信息, 你可以将该提交号直接输入右上角的

输入框里, 按回车键即可查看。 

14.1   版本库统计 

 

Redmine生成两种关于变更和修订数量的版本库图片。 上面的一幅按月份显示变更和

修订数量; 下面的一幅按提交者显示变更和修订数量。 

名词解释 

 修订 是版本库的提交次数, 显示为橘红色。 

 变更 是对版本库中文件的修改次数, 显示为蓝色。 

15   项目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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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界面提供项目级别的配置, 可用的配置选项卡如下: 

 信息 

在这里可以设置 

o 项目名称 

o 上级项目 

指定该项目的父项目 

在 Redmine 0.9 版本之前, 只允许 2级嵌套; 0.9版本之后, 可以无限嵌

套。 

o 项目描述 

o 标识 

由于 Redmine支持多项目, 而且采用 REST架构, 所以需要一个 URL的唯一标

识符。 这个值在创建项目时填写, 且一旦创建成功就不能修改。 

o 主页 

主页链接会显示在项目概述页面中 

o 是否公开 

如果选中, 该项目将允许所有用户浏览, 包括非项目成员的用户。 

如果不选, 只有项目成员才有权限访问。 

o 跟踪标签 

在这里可以设置开启哪些跟踪标签, 默认可用的有三种: 错误, 功能和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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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可以在管理界面添加跟踪标签的类型。 

 模块 

在这里可以设置该项目开启的功能模块 

 成员 

在这里可以指定项目的成员, 以及他们的角色。 

Redmine 0.9 之后可以以组为操作单元, 给组赋予角色, 添加到项目中。 这样该组

的所有成员都成为该项目的成员, 且属于相同的角色, 拥有一样的权限。 

 版本 

项目版本可以对变更进行跟踪和计划。 你可以给问题指定目标版本, 然后在路线图

中就能看到与改版本关联的问题列表。 

版本包括的属性: 

o 名称 

o 描述 

o 状态 

这个属性是 Redmine-0.9添加的, 这些状态控制问题如何被指定目标版本。 

 打开 

默认值, 没有限制 

 锁定 

不能再给该版本指定新的问题 

 关闭 

不能再给该版本指定新的问题, 而且不能重新打开已经指定目标版本

的问题。 

o Wiki页面 

可以将该版本的主要事件写入 Wiki里, 以供浏览该版本时显示 可选属

性 。 

o 日期 

版本的完成日期 可选属性 

o 共享 

这个属性是 Redmine-0.9添加的, 该属性决定该版本是否能被其他项目共享, 

从而使其他项目的问题也可以指定到该版本 可选属性 。 

 不共享 

 与子项目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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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子孙项目 

 与项目继承层次共享 

祖先以及子孙项目 

 与项目树共享 

根项目和所有子孙项目(与上面的等同) 

 与所有项目共享 

私有项目与公开项目共享版本后, 私有项目的名称将能够别所有用户看到。 

在版本列表页面点击"关闭已完成的版本"链接, 那些处于完成状态的版本(到

达截至日期并且没有处于打开状态的问题)将自动关闭。 

Hint 

指定默认目标版本 

在这里可以给项目指定默认目标版本, 这是群英汇为 Redmine添加的功能。 

这样可以省去在给项目创建问题时指定目标目标版本的繁琐操作。 

群英汇的扩展灵活地与 Redmine指定目标版本结合, 当你新建问题时, 如果感觉该问

题不应该指定到默认的目标版本, 你也可以重新选择其他的版本。 

 问题类别 

问题类别功能可以有效组织管理项目的问题。 

问题类别的属性: 

o 名字 必填字段 

o 指派给 

新建属于该类别的问题将自动指派给该项目成员 可选字段 。 

 wiki 

每一个项目拥有它自己的 wiki。 

 版本库 

每一个项目能跟一个版本库(SCM)建立关联。 一旦版本库配置成功, 你就可以点击"

版本库"选项卡, 浏览版本库的变更集了。 版本库的变更集也能在活动页面浏览

到。 

 讨论区 

每一个项目可以有一个或者多个讨论区。 讨论区的属性有: 

o 名称 

o 描述 

http://www.redmine.org.cn/


www.redmine.org.cn –Redmine 中文网整理 

 活动 

默认情况下, 活动阶段有"开发"和"测试"两种类型, 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创建新的

活动阶段。 

只有选中的活动阶段才会出现在登记工时页面的下拉框中。 

 

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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