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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版本控制器 

为什么需要版本控制器：

备份还原、协同修改、权限控制。

版本控制 是一种记录若干文件内容变化，以便将来查阅特定版本修订情况的系统。

目前主流的版本控制器有两种：SVN和GIT，后者 强大。

一、SVN  

1. 概述  

SVN  [subversion]，就是一款实现集中式的版本控制工具软件，通常也称为版本控
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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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 ：bug平台是程序员提交代码测试的地方，会由专门的测试工程师来测试

代码，每天上线要及时修bug。常见的平台：禅道。

2. 安装  

安装服务端（演示需要）：VisualSVN-Server

https://www.visualsvn.com/downloads/

安装客户端：TortoiseSVN

https://tortoisesvn.net/downloads.zh.html

3. 使用  

服务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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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定时备份任务需要licensing：

在https://www.visualsvn.com/server/licensing/evaluation/可以免费领取45天
的。

补充 ：备份可以分为本地备份和异地容灾备份。

仓库地址 ：一般格式是https://DESKTOP-XXXXXX/svn/test1/，这个主域名部分

是本地电脑的设备名称，可以修改为IP地址以供其它处于统一局域网下的设备访问。
查看IP地址方法：在cmd里输入ipconfig

MAC地址：是指网卡的唯一标识信息。

# 仓库检出  

右键桌面->SVN checkout

https://www.visualsvn.com/server/licensing/evaluation/
https://desktop-xxxxxx/svn/te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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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以下图标则表示成功建立本地仓库了。

如果出现了但是没有绿色的对号，则需要刷新资源管理器。win10操作如下，win7
是explorer.exe。



SVN版本文件的常用状态：

# 上传文件  

右键有.svn的文件夹（如果没有显示，点击上方“查看”->“显示隐藏文件夹”）-
>SVN Com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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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的文件会显示绿色对号，偶尔会不显示，无关紧要。



后可以在服务器端查看是否提交成功。

# 更新文件  

右键有.svn的文件夹（如果没有显示，点击上方“查看”->“显示隐藏文件夹”）-
>SVN Update

# 常见问题  

出现这个错误是因为新建了一个仓库，并且指定了另一个用户访问权限，再次在本地
检出的时候会默认使用上次记住的用户信息登录，所以会报错。解决方法是
清除缓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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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回退  

可以将版本回退至以往提交过的版本。

右键当前文件夹空白处或要回退的文件->TortoiseSVN->update to revise

af://n53


# 冲突问题解决  

当两个用户上传同一个文件名的文件时，会发生文件覆盖问题，所以需要将这两个文
件都保存下来。（同一个文件的同一个位置要展示不同的内容）

解决方案1 ：手动处理

点击提交时：

点击OK，然后依次点击如下列图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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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demo.txt



根据把别人写的放前面，你写的放后面的原则进行修改。

后 删除 其它三个文件后再提交。

解决方案2 ：借助SVN工具

修改完文件点击更新，然后依次点击下图操作。



进来后会看到这个界面。

然后点击保存按钮。

然后会发现其它自动生成的三个文件已经消失了，随后提交即可。

解决方案3 ：借助IDE工具

这里使用webstorm



先接受右边的，再接受左边的。

点击apply后提交即可。



# SVN设置忽略要提交的文件  

输入*.idea是忽略所有idea文件，输入.idea是忽略所有叫这个的文件夹。

# SVN锁  

目的是给文件上锁，防止他人修改（其实可以被别人解锁，但是提交后会被发现）

右键要上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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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再次上传即可。所有人都动不了这个文件了。

# IDE内操作SVN  

提交 ：

提交之前要设置自动忽略掉.idea等无关文件，如果你是webstorm较新版本（我是
2020.1版本），要这样设置：

之后新建文件会有提示是否要自动标记，点击取消。可以自己标记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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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右上角的小图标点击提交即可。

更新 ：

版本回退 ：

右键要回退的文件。



在下方会显示历史版本记录，右键需要回退的版本即可。

补充 ：webstorm会给文件显示颜色。以下是常见的颜色及对应的含义。

暗红色：新增的文件
亮红色：冲突
蓝色：修改了但没有提交的文件
绿色：文件已经被标识了

# 其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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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理SVN任务队列  

我们在使用SVN时，有时候会遇到这个常见的报错：Previous operation has not 
finished; run 'cleanup' if it was interrupted;
按照这个提示，我们会去执行cleanup操作，但是令人崩溃的是，有时候cleanup也
会报错，导致你的SVN罢工了，此时你需要清空SVN的内部队列。

具体操作过程如下：

一般只有任务太多的时候才会遇到这个问题

二、Git  

1. 简介  

由linux之父林纳斯花了10天写出来的 分布式 版本控制工具。至今全球 为常用，一

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

Git是目前世界上 先进的 分布式 版本控制（没有之一）。

2. 安装  

没有window版安装包，但是有移植版。官网：https://git-scm.com/downloads

安装完成后，右键打开菜单栏找到“Git”->“Git Bash”，蹦出一个类似命令行窗
口的东西，就说明Git安装成功！

1.将sqlite3.exe放到和.svn的同级目录下。
2.启动cmd，cd到仓库目录，执行：sqlite3 .svn/wc.db "select * from 
work_queue"。
3.你会看到很多的队列。
4.执行：sqlite3 .svn/wc.db "delete from work_queue"。
5.清空完毕。重新右键文件夹空白处执行cleanup，OK了！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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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  

安装完成后，还需要 后一步设置，在命令行输入：

git config --global user.name "Your Name" 

git config --global user.email "email@example.com"

建议手打，不要复制粘贴。

备注 ：以上两步的名字和邮箱可随意配置，但 好使用自己的邮箱。

git config user.name 用于查看配置的姓名

git config user.email  用于查看配置的邮箱

因为Git是分布式版本控制系统，所以每个机器都必须自报家门：你的名字和Email地
址。

4. Linux的命令  

新建文件夹 ：mkdir xxx

新建文件 （Visual editor）：vi x.txt

输入 i  进入编辑模式

ESC + ：+ wq  保存并退出

ESC + ：+ q!  不保存并退出

进入xxx目录 ：cd xxx

返回上一级目录 ：cd ..

列出当前文件夹中所有文件 ：ls

显示当前目录 ：pwd

显示文件内容 ：cat x.txt

清屏 ：clear

5. 分区介绍  

git一共分为了三个区，工作区、版本区、暂存区。

工作区 （working Directory）：简单的理解——你在电脑里能看到的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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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存区 （stage）：介于工作区和版本区中间，工作区到版本区的“必经之

路”，隐藏在.git中
版本库 （Repository）：工作区有一个隐藏目录.git，准确的来说这个不算工

作区，而是Git的版本库。

6. 创建版本库  

# 初始化版本库  

使用git init命令。

创建成功会提示：Initialized empty Git repository in 
c:/Users/xxx/Desktop/demogit/.git/

目录上多出一个.git的文件夹,这个文件夹是Git来跟踪管理版本库的，不要去修
改和删除这个文件里的内容。

# 添加指定文件到暂存区中  

使用git add x.xx或git add *或git add .命令，若没有任何提示，代表交成功了。
(后两者为全部添加)

若未初始化，会提示fatal: Not a git repository (or any of the parent 
directories): .git
失败会提示fatal: pathspec 'x.txt' did not match any files
可能会出现警告：warning: LF will be replaced by CRLF in xxxxx  

警告原因 ： linux和window的换行符不一致导致的。

警告解决方式 ：执行命令git config --global core.autocrlf false（意思为不进行

自动转换）

查看文件是否添加成功 ：git status

1. 红色表示在工作区。
2. 绿色表示在暂存区。
3. 没有任何显示代表所有文件位于版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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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暂存区所有文件到版本区  

使用git commit -m 'xxx'命令。（引号里写提交注释）

提交成功会提示：

如果只输入git commit会出问题，这时需要ESC  + ：+  q!  退出就好

7. 差异对比  

git diff  : 比较暂存区与工作区

git diff --cached  : 比较版本区与暂存区

git diff master  : 比较版本区与工作区

8. 查看日志和版本号  

git log：显示从 近到 远的所有提交日志

git reflog：显示每次提交（commit）的commit id

9. 版本操作  

Git有三种版本操作：版本回退、版本穿梭、版本撤销。

# 版本回退  

git reset --hard HEAD^，版本回退（回退一次提交）

git reset --hard xxxxxx  ，回退到指定xxxxxx的commit id版本

[master (root-commit) 88bbb64]
 first commit1 file changed, 
2 insertions(+)create mode 100644 x.txt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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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穿梭  

git reset HEAD，用 版本库中 的文件去替换 暂存区 的全部文件。

git checkout -- x.txt，用 暂存区 指定文件去替换 工作区 的指定文件（危险）

git checkout HEAD x.txt，用 版本库 中的文件替换 暂存区 和 工作区 的文件（危

险）

# 版本撤销  

git rm --cached x.txt，从 暂存区 删除文件

10. 删除文件  

删除文件：git rm x.txt

删除的文件必须是经过git托管的，也就是在 缓存区 和 版本区 。

备注 ：和手动删除的区别在于，Git命令删除会同时删除缓存区和版本区的文

件。

删除文件夹：git rm -r xxxx

删除的文件夹必须有东西，不然自动忽略。文件夹也要经过Git托管。

注意 ：仓库不能嵌套

11. git完整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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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分支  

# 概念  

分支是指将一个项目划分为若干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代表着不同的代码质量。一般分
为主分支、开分分支、测试分支、里程碑分支。

主分支 ：master

代码经过了开发人员单元测试，以及测试人员详细的一套测试通过之后，确定没问题

开发分支 ：dev

开发人员所有的代码提交到此分支

测试分支 ：test

测试人员用的（由开发人员进行完单元测试的代码会放入此分支）

里程碑分支 ：tags

是完成品，比如v1.0.0

# 命令  

git checkout -b dev ，创建dev分支，并切换到dev分支

git branch ，查看当前分支

git checkout master  ，切换分支

git merge dev ，合并dev分支到当前分支

git branch -d dev  ，删除指定分支

git diff branch1 branch2  ，显示出两个分支之间所有有差异的文件的详细差异

git diff branch1 branch2 --stat  ，显示出两个分支之间所有有差异的文件列表

git diff branch1 branch2 xxx  ，显示指定文件的详细差异

注意1：在 新建 分支的时候，必须要在master分支上有文件，不然切换过去后

master会消失。

注意2：在分支 合并 的时候，必须要先将两个分支上的文件都已经上传至版本

区。

注意3：在 新建 分支的时候，确保master的文件已经上传至版本区。

注意4：在 新建 分支时，主分支上的文件会全部复制一份到新建的分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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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版本冲突  

合并分支时，如果在同一个文件，在同一个地方，都修改了或新增内容会引起版本冲
突。

# 手动修改  

随后手动删除修改：

解决版本冲突 好的办法是借助IDE解决，简单且高效。

14. Git与SVN总结  

SVN ：

优点：只有两个区，交互模型简单，命令不多
缺点：过于依赖中间人、对分支操作很不友好、无论是存储文件还是处理文件效
率都不高。

Git ：

优点：有本地库，不会依赖服务端。
缺点：操作繁琐

总结 ：

Git在GitHub平台奔溃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在本地处理好分支、版本回退、版本
穿梭等一系列操作，这也分布式的优势所在。而SVN在服务器端崩溃的情况下
无法进行提交等一系列操作，这也是集中式劣势所在。

补充：git常用命令总结 (zjgsuzjx.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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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GitHub 

一、概念  

1. 含义  

GitHub是一个Git项目托管网站，也目前全球 大的开源社区。

2. 作用  

能够分享你的代码或者其他开发人员配合一起开发。

GitHub是一个基于Git的代码托管平台，Git并不像SVN那样有一个中心服务器。
目前我们使用到的Git命令都是在本地执行，你就需要将数据放到一台其他开发人员
能够连接的服务器上。

3. 界面功能介绍  

二、使用  

1. 关联  

1. git init
2. git add .
3. git commit -m “first commit” 
4. 在GitHub上创建一个远程仓库
5. git remote add origin https://github.com/你的用户名/仓库名.git  (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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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 ：如果此步关联错了，解决办法如下。

暴力解决：删除.git文件夹，重新建立本地仓库。

优雅解决：git remote remove origin，再在重新关联仓库。

备注2 ：origin  可以随便起名，只是起到一个名字作用。

注意 ：新建仓库时不要选增加REDEME.md

2. 推送  

1. git push -u origin master  （首次加-u）
2. 根据提示输入用户名密码
3. 我们第一次推送master分支时，加上了-u参数，Git不但会把本地的master分

支内容推送到远程新的master分支，还会把本地master分支和远程的master
分支关联起来，在以后的推送时可以简化命令git push origin master。

备注 ：正常情况下，成功推送一次后，电脑会记住和账号与密码，下次推送时

不会再提示输入。若在电脑不能够自动记住GitHub的账户和密码，需执行以下
命令解决：git config --global credential.helper store

备注2 ：如果报错OpenSSL SSL_read: Connection was reset，那么需要输

入git config --global http.sslVerify "false"

备注3 ：如果想修改之前保存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删除后再次登录新的信

息。控制面板->用户账号->Windows凭据->git://github.com删除即可。

3. 拉取  

第一种拉取方式：git pull origin master（常用）

将远程仓库的master分支上代码版本复制/合并到本地master分支上

第二种拉取方式：git fetch origin master:tmp

新建一个tmp分支，将远程仓库的master分支上代码版本复制到tmp分支上，不会
自动合并。

4. 克隆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xxx.git  (HTTPS)

注意 ：不能直接下载压缩包，因为不是仓库（没有.g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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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支操作  

在GitHub上可以在仓库里手动新建分支。

此时再克隆时，会克隆所有的分支，但是用git branch命令是查看不到的。可以用
git checkout xxx直接切换到该分支。（切过去之后再用git branch就能看到了）

如果GitHub仓库又新建了一个分支，可以用git pull拉取所有的分支。

站在哪个分支上push哪个分支的内容，GitHub只有该分支会有这个内容。

6. webstorm操作  

用webstorm打开含有.git的文件夹，可以查看并操作分支。

用webstorm打开后自动生成.idea文件夹，需要忽略。新建一个.gitignore文
件，里面输入.idea，就可以忽略了。

可以在webstorm提交文件至GitH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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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

可能会遇到网络问题push不上去，检查是否关闭了翻墙软件，是否能正常网速
访问GitHub，不能就改host文件，参考网络教程。

遇到冲突时，webstorm会提示合并操作。

其它常用操作：

7. GitHub其它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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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番外之提交规范 

每次提交之前：先更新, 再提交。
敏感时间点，一定及时更新文件。
多提交，避免“只关注写代码，不关注提交”的现象。
每次提交必须书写清晰明了的提交说明。
不要提交不能通过编译的代码。
不要提交自己不明白的代码。
慎用锁定功能（尽量避免使用锁，不轻易解锁上锁的文件）。
不要提交本地自动生成的文件、文件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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