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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档介绍了如何设置一台新的 Perforce 服务器，以及如何在项目旁边添加虚

幻引擎源构建。这是 Perforce 管道“初学者” 的最基本设置，不涉及流之类的

内容。

请注意，仅当你明确想要将你的引擎源托管在 Perforce 服务器上时，才应该这

样做。如果你只想托管项目文件，建议你阅读有关该主题的旧教程。

Perforce / Helix 名称更改

Perforce Software Inc.最近将其 Perforce 产品名称更改为 Helix Versioning

Engine。我将继续将他们的软件称为 Perforce，而不是 Helix，因为它的 Perforce

令人讨厌。

客户端

本教程假定所有客户端都在 Windows 计算机上。对于 Linux 客户端，这些步骤

仍然有效，但是你需要了解 Linux 命令行等选项。



服务器要求

在 Perforce 上存储虚幻引擎会占用大量存储空间。如果要存储引擎的构建，我

建议你的 Perforce 服务器至少有 150GB，最好是 300GB 或更多的存储空间。

最低需要 50GB 空间，但是之后很快就会用完。

为了节省引擎空间，二进制文件（如.dll 和.exe 文件）将被限制为仅存储其最新

版本。这是因为所有二进制文件都可以从存储的源代码轻松地重建。

在 Linux 上运行 Perforce 服务器

我有一个自动化脚本，该脚本将在你可以在此处使用的 Ubuntu 计算机上安装

Perforce 服务器。否则，有关如何启动和运行服务器方面，请遵循我的旧教程，

并在必须创建用户帐户时查看阅读本教程。

在 Windows 上运行 Perforce 服务器

1. 下载 Perforce 服务器（Helix 版本控制引擎）安装程序。

2. 使用所有默认选项安装 Perforce Server。

3. 如果要从另一台计算机访问此服务器，请确保 Windows 防火墙允许通过端

口 1666 上的进行 TCP 连接。

https://www.perforce.com/downloads/helix


创建你的账户

1. 使用所有默认选项在客户端计算机上安装 Perforce Client（P4V）。

2. 打开与 Perforce 服务器的连接。需要提供 Perforce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

名，并且必须可以从客户端计算机访问 Perforce 服务器。

在服务器的字段中中输入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并确保包括:1666 端口，

否则客户端将无法连接。

因为这是全新的服务器安装，所以将不存在任何用户。要创建你的用户帐户，请

单击 New...用户字段旁边的按钮。

1. 填写你的新用户详细信息并点击 Save..



1. 你的新用户名应显示在“用户”字段中。如果没有，请立即输入。确保选择

一个至少包含 8 个字符，一个大写字符，一个数字和一个符号字符的强密码，以

防止在以后的步骤中出错。然后点击底部的“确定”。

如果一切都做对了，你将看到此窗口。如果系统提示你使用任何一种向导，只需

单击 Do Not Use Wizard 或按钮即可关闭向导 Close Wizard。

如果下图中没有显示该窗口，请再次查看上述步骤。



指定你为超级用户

通过导航栏 Tools->Administration，以超级用户身份登录。然后会收到

superuser 确认消息，因此请单击“是”。



配置服务器

默认情况下，用户帐户不需要密码，任何人都可以创建一个帐户。这是可怕的行

为，所以我们将解决它。

1. 通过转到“管理”工具中的“管理”->“密码安全级别”来强制指定用户帐

户密码。选择“安全级别 3”，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单击确定后出现错误，则你的密码不够强。单击所有错误，然后导航到“用

户和组”选项卡。右键单击你的用户，然后选择 Change Password...。然后继

续更改你的密码。

禁止公共用户帐户创建

这是有点棘手的地方。

1. 关闭管理员界面，然后返回到 Perforce Client。



2. 通过导航到“连接”->“环境设置”来实施 Perforce 客户端环境设置，然后

单击 OK 出现的弹出框。

1. 单击“开始”图标并搜索“命令提示符”，以打开命令提示符。

或者，按 Windows 键+ R，输入 cmd，然后按 Enter。

1. 在新的命令提示符中，键入以下内容，然后按 Enter。

p4 configure set dm.user.noautocreate=2

你应该看到结果文本：

For server 'any', configuration variable 'dm.user.noautocreate' set to '2'

如果是这样，请继续执行下一步。如果不是，请检查以上命令的拼写，然后重试。

1. 运行以下命令以禁用未经授权的 Perforce 用户列表查看：

p4 configure set run.users.authorize=1

你应该看到结果文本：



For server 'any', configuration variable 'run.users.authorize' set to '1'

如果是这样，请继续执行下一步。如果不是，请检查以上命令的拼写，然后重试。

1. 运行以下命令以禁用未经授权的 Perforce 配置设置查看：

p4 configure set dm.keys.hide=2

你应该看到结果文本：

For server 'any', configuration variable 'dm.keys.hide' set to '2'

如果是这样，你就完成了配置 Perforce 服务器的操作，并可以关闭命令提示符。

如果不是，请检查以上命令的拼写，然后重试。

从源代码构建虚幻引擎

在客户端计算机上完整构建虚幻引擎。我建议在具有非常简单路径的干净文件夹

中执行此操作，例如 d:\415。我们将稍后再讨论。



创建一个 Perforce 工作区

Perforce 工作区基本上是项目的本地副本，你可以在拉动更新并将更改推送到

Perforce 服务器时对其进行处理。你必须为正在访问 Perforce 服务器的每个客

户端执行此操作。

要创建工作空间，请 New Workspace 从“工作空间”下拉菜单中选择。

我们将创建此工作空间，以便正确设置它以使用虚幻引擎。此操作的详细信息不

在本指南的范围内，但是使用这些设置将确保良好的工作空间。

工作区设置

1. 你的工作区名称应该简短而简单。我倾向于使用我的姓氏，后跟此工作空间

的位置，例如 Allar_Office。

2. 你的工作空间根目录也应尽可能短。我更喜欢使用路径 d:\depot，但是由于

那里已经有一个仓库，因此本指南将使用 d:\demodepot。

3. 暂时不要单击“确定”，请确保基本设置看起来像这样，然后切换到“高级”

选项卡。



1. 将所有设置保留为默认设置，但更改此处圈出的设置除外：



1. 系统将提示你添加文件向导，只需单击 Cancel 以将其关闭。



设置 Perforce 文件映射

Perforce 根据扩展名对文件的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例如，任何代码文件均被视

为可以 diff 操作的文本文件，而无法识别的任何文件通常均被视为二进制文件，

一次只能由一个人签出并进行修改。

为虚幻引擎相关文件设置文件映射确实很有帮助，这样 Perforce 知道如何正确

处理它们。

1. 首先，通过导航到“连接”->“环境设置”并单击“确定”来确保设置了机

器的环境变量。

2. 然后使用“开始”菜单或按 Windows 键+ R，输入 cmd，然后按 Enter，打

开命令提示符。

3. 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以下命令，然后按 Enter 键：

p4 typemap

你的文本编辑器应加载一个类似于以下内容的文件：



1. 现在，用以下内容替换该文件的内容。请注意，如果你将 Perforce 服务器设

置为不再使用软件仓库名称 depot，请替换 depot 以下文本中对的引用。

保存并关闭文本文件，你的命令提示符应打印出：

Typemap saved.



如果是这样，请继续执行下一步。如果不是，请查看以上步骤，然后重试。

设置忽略文件

创建忽略文件

1. 创建一个.p4ignore 文件。

为此，请打开记事本，并.p4ignore 在 Workspace Root 文件夹（即）中保存

一个名称为空白的文件 d:\demodepot。

然后在记事本中，将以下内容复制粘贴到此文件中并保存：

注意：如果你知道要将.pdb 文件保留在服务器上，请从上面的忽略文本中删除

该行。

告诉 Perforce 使用此忽略文件

1. 打开命令提示符，然后导航到工作区根目录。



例如，如果你的工作区根为，则 d:\demodepot 可以通过输入以下命令并按

Enter 键来执行此操作：

cd d:\demodepot

如果你的工作空间根目录不在 C 上（例如此处的示例），那么你将需要运行以

下命令，替换 d 为你的工作空间驱动器号。

2. 运行以下命令：

p4 set P4IGNORE=.p4ignore

如果成功，则不会输出任何内容。如果确实输出错误，请检查以上步骤，然后重

试。

提交忽略文件

现在，我们要向 Perforce 服务器提交第一个文件，特别是这个新的忽略文件。

1. 在 Perforce Client 的工作区树中找到文件，右键单击它，然后单击 Mark for

Add...



这会将这个忽略文件添加到我们的默认更改列表中。变更列表是你在本地进行的

尚未提交到 Perforce 服务器的变更列表。

1. 在“待处理的更改列表”标签中找到默认的更改列表。如果没有看到“挂起

的更改列表”选项卡，请通过导航至“视图”->“挂起的更改列表”来打开它。

2. 右键单击更改列表，然后单击提交。

输入此更改列表的描述，例如“提交忽略文件”。然后单击提交。

现在，此忽略文件存储在 Perforce 服务器上。



在 Perforce 上构建虚幻引擎

将构建目录中的所有内容移至工作区。你的工作区根目录应如下所示：

测试忽略文件

在将引擎构建提交给 Perforce 之前，我们应确保忽略我们的忽略文件。如果它

无法正常工作，则最终将向你提交大量不需要的文件到 Perforce 服务器，这将

在以后导致许多问题。

1. 在工作区树中右键单击你的 Engine \ Saved 文件夹，然后单击 Reconcile

Offline Work...



这应该立即提示你一个窗口，上面写着“There are no files that need to be

reconciled.'”。在这种情况下，你的忽略文件可以正常工作，你可以继续执行

下一步。除此之外，如果你看到其它弹出信息，请关闭结果窗口并检查设置忽略

文件，然后重试。

2. 单击确定

提交引擎文件

右键单击你的工作区根目录，然后单击确定 Mark for Add。



这是非常繁重的操作，将花费大量时间。这将遍历构成引擎构建的大约 110,000

个文件，过滤掉所有被忽略的文件，并将它们添加到你的默认更改列表中。在这

段时间内，Perforce 客户端可能偶尔冻结。只要让它花多长时间就可以了。你

可以通过右下角的滚动进度条判断操作是否仍在进行中。

关闭弹出的忽略文件警告。

默认情况下，Perforce 会在由于诸如“标记为添加”之类的操作而忽略文件而

忽略文件时向你发出警告。这可以进一步确认你的忽略文件是否正常运行。如果

不想看到这些警告，请在单击“确定”之前选中左下方的框。

添加带有通配符的文件，单击继续。



Epic 在虚幻引擎中有许多文件，它们的名称中都带有“通配符”。将这些文件

提交给 Perforce 仍然有效，但是 Perforce 会询问你是否要这样做。这些文件通

常仅与 Engine 的 iOS 部分相关。单击“继续”在此处添加它们。

右键单击默认更改列表，单击提交，然后使用“添加引擎文件”之类的消息提交

更改列表

就像我们提交.p4ignore 文件的方式一样，提交我们当前的默认变更列表。这会

将所有引擎文件推送到服务器。这可能会花费很长时间，因此请准备在这里等待

直到完成。



使用引擎构建

你现在应该能够使用引擎构建，就像使用任何从源代码构建的虚幻引擎一样。

测试引擎构建

测试引擎是否已正确提交给 Perforce 的一个好方法是在相同或不同的机器上创

建一个新的工作区，并查看是否可以正确地构建引擎。当创建要与此 Perforce

服务器一起使用的工作区时，请重复上述“创建 Perforce 工作区”部分中的步

骤，但是请确保使用唯一的工作区名称。如果要在同一台计算机上创建第二个工

作区，请确保使用唯一的工作区根路径。

1. 创建工作空间后，可以通过右键单击工作空间根目录并选择来拉下 Perforce

服务器上的最新文件 Get Latest Revision。

2. 要构建引擎，请像平常一样运行 GenerateProjectFiles.bat 以生成.sln 文件，

然后使用.sln 文件进行构建。

你不需要运行 Setup.bat。因为所需的所有文件现在都在你的 Perforce 上。

构建引擎应保证没有 issue。



提交引擎更改

每当你希望更改引擎并提交新的引擎文件时，最简单的方法是右键单击工作区树

中的 Engine 文件夹，然后选择 Reconcile Offline Work...将浏览所有 Engine

文件，并让你处理已本地更改的文件。但是，这是最慢的方法，因为它必须浏览

所有 Engine 文件。或者，你可以签出手动更改的文件。

请注意，如果没有检出原始代码文件或将其手动设置为非只读文件，就无法更改

任何源代码文件。建议签出源文件，因为这样可以让 Perforce 和每个人都知道

你正在修改这些文件。.dll，.exe 和其他文件始终可写，但是使构建引擎更容易，

因此建议你运行，Reconcile Offline Work...除非你确切知道需要提交的二进制

文件。

将项目添加到 Perforce

当使用从源代码构建的虚幻引擎时，建议将项目与引擎放在一起。这也是将它们

存储在 Perforce 上的推荐方法，这样你的所有项目将始终与引擎保持同步，反

之亦然。

1. 将项目移到 Engine 旁边的工作区根目录。

2. Mark for Add 你的项目文件。



提交你的变更列表，并附上诸如“添加的项目”之类的消息。

现在，你的项目也将存储在 Perforce 服务器上。

原文链接：

https://allarsblog.com/2017/04/05/populating-perforce-with-an-unreal-engine-source-build/

https://allarsblog.com/2017/04/05/populating-perforce-with-an-unreal-engine-source-bui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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