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 

Perforce与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 

Perforce 2008.2与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 2005

本文档将Perforce 2008.2版本和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VSS）2005版本作了比

较。你可以：

 理解Perforce和VSS的主要功能区别

 了解Perforce和VSS之间在可用性和性

能方面的本质差别

 认识两个系统在规模增大时造成影响的

对比

注：该资料是在 Perforce Software 公司的英文文档资料的基础上由上海龙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http://www.shdsd.com)翻译而成的中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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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概要 

本文档主要对Perforce2008.2与Microsoft Visual SourceSafe (VSS) 2005在几个重要方面做

了对比。比较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诸如系统结构、系统性能和适用性等特性上。

概述

属性 VSS Perforce

平台依存性 由于在共享网络的条件下运转，所   有自己完善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结

以应答时间较慢。而且只能用于

Microsoft平台。

构。任何操作都能快速完成，并且

支持多平台和跨平台环境。

扩展性以及性能

原子事务

考虑到性能及稳定性问题， Perforce数据库可轻易扩展至多

Microsoft公司推荐VSS数据库不要   字节范围。

超过4GB至6GB。

没有原子Changelist功能，无法将   拥有Changelist功能，用户可以结

关联文件的一系列变更进行小组化   合附加功能或issue方案跟踪文件

操作。 版本信息。

分支和合并功能 有限的分支及合并功能，无法维持   Perforce的分支功能，会自动跟踪

分支间的关系。合并分支或对分支   所有的分支的操作历史记录。

做反映操作而发生变更冲突时，没

有一条作为判断标准的基线。

分布式开发 不提供分布式开发的方案。 Perforce  Proxy为远程用户提供

了高速缓存的解决方案。只需管理

员做一些配置工作，不会产生额外

费用。

与第三方工具的集成  只可利用支持SCC接口的IDE。 很多专门为了对接Perforce而设

计的工具，包括一些缺陷追踪工

具。

技术支持 通过OEM在线，或按事件收费。 专业的PERFROCE技术管理团队服

务于全球5500多家的400000多个

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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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的操作平台 扩展性及系统性能 

VSS支持微软的操作平台，系统架构为客

户端/服务器模式。默认情况下，不同客户端同

时操作时要在数据库里锁定该文件。客户端本

地的文件根据VSS本身的局限性去设置状态、映

射库及控制流程。这些文件非常敏感，不能轻

易修改或者删除。

做同样操作，Perforce的客户端/服务器结

构总是快于VSS的。和元数据相关的Perforce

处理（Checkout、分支等），执行起来比同等

的VSS处理快2至5倍。和文件内容的转送相关的

Perforce处理（获取、Checkin等），执行起来

比同等的VSS处理快7至10倍。

Perforce则支持各种各样的操作平台，包

图表  1 Perforce  部署架构支持各主流平台

括Windows、Linux、MacOSX、Unix、和Solaris。

Perforce也是由客户端和服务器构成的，但

Perforce会将客户端的进程以及状态信息作为

metadata的一部分（如图表 1）保存在主服务

器上。此外，所以文件的最新版本也会被保存

在服务器上。无论客户端出现任何故障（比如，

硬件损坏），都可以从Perforce服务器将这些

丢失的文件信息重新获取到本地。

数据保存性 

VSS主要适用于对版本管理要求不高的、单

个开发人员或者人数较少的团队。其局限性主

要在下面这些性能和稳定性方面。

·每个项目的存储库不超过8000个文件

·允许的工作区最大是10（ss.ini文件控

制）

·数据库不能超过6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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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文件不能超过2GB 化。Perforce可以将文件的同一个版本关联到

多个标签。另外，Perforce也可以对删除的文

件版本打上标签。
VSS在设计上本身存在风险，可能由于数据

库的损坏导致客户端和网络连接失败。一般情

况下可以用一种工具进行检测，然后修改数据

库检测到的问题。但Microsoft建议至少每周都

要运行一下此工具，工具运行期间数据库不能

使用。

分支与合并 

VSS对分支及其关联操作有一定局限性，不

维系分支间的关系。以后的合并及反映操作没

有基线，无法识别冲突。另外，VSS不能对反映

进行追踪，并且只支持没有冲突的合并。VSS

只支持两种合并类型：可视的两部分合并及手

动合并。

Perforce则可以支持10000个用户以上的

大组织，而且数据库大小、项目大小、团队人

数等都不受任何限制。Perforce支持独立的大

容量depot，或者叫库，并保证无性能问题之忧。

Perforce安装包包含的多字节源代码并无特殊

性。

Perforce的文件间分支模式能够迅速的对

成千上万的文件创建分支并保证分支的完整

性，保存合并记录。取代手工跟踪所有分之间

的变更记录，用户可以自动合并所有分支间的

变更，而不需要解决很多冲突点。内部的图形

工具，即版本试图（Revision Graph）可以形

象的显示分支中每个文件的所有详细记录。

所有的Perforce的metadata都可以通过快

照的方式很安全的存档并离线保存。Perforce

的配置使用标准备份程序创建高可用性的系统

可供24/7用户访问。

原子事物 Perforce的文件间分支能让用户简单的、

无任何限制地同时在并行开发和发布项目中工

作。用户可以简单迅速的建立分支来开发新的

用户需求，创建原型、补丁、独立任务等等。

VSS没有原子事务的Changelist设置，无法

对将关联文件的批量变更进行小组化操作。如

果不注意check-in时间或者注释内容的话很容

易丢失文件间的内部联系。配置库提交对象的

文件中有一些被拒绝的话，代码库就停留在一

个未决的状态。VSS的附带标签功能，只允许每

个文件版本有一个标签。

分布式开发 

VSS不提供分布式开发的功能，无法提高远

程用户或用户组的工作效率。

Perforce的分布式开发结构是通过远程搭

建PerforceProxy来实现的。Proxy主要在远程

缓存主服务器文件，减轻WAN网络的负荷。本地

或远程用户都可以连到同一个中心库及查看同

样的项目文件。

PERFROCE将对多个文件的变更，编成被称

为Changelist的作业单位中。最具代表性的就

是，一个Changelist可代表多个文件的变更，

显示被安装的功能或      Bug 修正。由于

Changelist是原子单位的，所以每次Check-in

都会确保整合性，而且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只提

交一部分文件。Perforce中，Changelist提交

时，其前后的系统整体状态，保证随着那个

Changelist的变化（追加、删除及编辑）而变

Perforce的分布式开发不要产生额外的费

用，而且可以创建多个 Proxy 服务器，只需要

管理员进行合适的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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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点击: perforce.com/trial
支持的第三方工具 

Perforce的Demo演示

VSS只能使用来自利用Microsoft SCC接口

的IDE。VSS虽然提供差异、整合、作比较的嵌

入式工具，但是不推荐使用第三方供应商生产

的工具。

根据您的需要我们会做一些满足您需求的

Demo进行演示，有该方面需求的客户请点击:

perforce.com/product/demos

迁移到Perforce
Perforce具备精炼的多平台GUI，为主要的

IDE提供插件。另外，Perforce可以和其他代表

性软件开发工具统合。工具的主要种类如下。

Perforce的咨询服务会帮助您完成从其他

配置管理工具到Perforce的迁移，感兴趣的顾

客请点击: perforce.com/consulting

• IDEs

Perforce中国合作伙伴，上海龙智数码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http://www.shdsd.com)提供本地

化的Perforce咨询、支持、培训等服务。可以

通过以下方式取得联系：

• Web及视图工具

• 软件构成用工具

• Microsoft Office

• API工具 电话：400-7755-506

邮箱：perforce@shdsd.com• 合并和比较工具

或者关注  新浪微博、博客：

系统管理及支持 @Perforce中国授权合作伙伴

随时获取Perforce相关的最新咨询。
VSS很难恢复删除的文件。虽然可以将已删

除文件的最新版本复原，但是恢复已删除的共

享文件会产生问题。由于Perforce跟踪并保留

已删除文件以及文件的所有版本信息，所以轻

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取以前删除的任何版本。

Perforce能够提供专业的快速的技术支

持，此项技术支持在评估期间也适用。Perforce

公司认为，在客户购买SCM系统的时候，不仅是

相信该软件，同时也关心到底能得到哪些技术

支持。

更多信息 

Perforce评价

全球55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400000多个用

户正在使用Perforce来管理他们的版本信息。

Perforce鼓励用户尝试使用45天的试用版来感

受一下。试用期间也提供技术支持服务，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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