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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介绍 

1.1. 前言 

企业在项目开发的过程中，需要要写很多很多的代码，但仔细的分析来看，很多代码基

本上都是重复的编写，功能大同小异。 

快速开发平台作为一种新型的开发工具，它的出现减少了代码编写量，简化了开发过程，

缩短了开发周期，提高了开发效率，节省了开发成本。越来越多的开发者使用快速开发平台

来完成自己的开发工作。普通用户在接受简单培训后也能够使用快速开发平台 DIY 出自己

所需的各种管理软件。 



1.2. 平台介绍 

JavaFast 是一款基于代码生成器的智能快速开发平台，基于代码生成器的开发方式，可

以将编码工作量减少 80%以上，为企业提高开发效率，为企业节省项目研发成本，减少开

发周期。 

JavaFast 基于流行的 JAVA 开源技术上构建，扩展容易，学习成本低，可快速构建企业

级项目，即满足企业项目实现快速开发的需求。 

1.3. 技术特点 

1. 采用主流的 SpringMVC + MyBatis + Apache Shiro + Jquery + Boostrap + 

Ehcache + Redis + Ztree 等基础架构。 

2. 代码生成器，通过在线配置实现一个表模型的增删改查导入导出等功能，

无需一行代码。支持单表、一对多、树结构，左树右表等多种数据模型，

根据表生成对应的 Entity,Service,Dao,Sql,Controller,JSP 等，增删改查导

入导出功能生成直接使用。 

3. 丰富的页面组件库：工具栏组件，列表组件，树形组件，弹窗组件，表

单校验，文件上传等，开发维护非常高效。 

4. 自动生成增删改通用SQL，Mybatis动态SQL可以根据条件智能生成SQL

语句；支持多种匹配方式（全匹配/模糊查询/包含查询/不匹配查询）。 

5. 强大的 Excel 导出导入工具封装，支持大数据量，注解定义，简单配置

即可实现。 

6. 系统支持多种风格的自动切换，可满足企业对 UI 的美观要求。 

7. 前端支持手机或平板访问，响应式样式。 

8. 支持多数据源，支持配置文件里面配置多数据源。 

9. 支持报表在线配置，通过简单配置 SQL 语句即可实现图形报表展示。 

10. 常用的工具类封装，缓存、校验、字典、组织权限等。 

11. 操作权限控制精密细致，控制到行列级，表单字段级，按钮级，通过数

据权限实现不同的人看不同数据。 

12. 分层设计：（数据库层，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展示层）层次清楚，



低耦合，各层必须通过接口才能接入并进行参数校验（如：在展示层不

可直接操作数据库），保证数据操作的安全 

13. 适合分布式部署，云平台，移动平台开发，具有卓越的通用性、高效性、

平台移植性和安全性。 

14. 经过了专业压力测试，保证后台数据的准确性和页面访问速度 

 

1.4. 安全考虑 

1、 分层设计：（数据访问层，业务逻辑层，展示层）层次清楚，低耦合，各

层必须通过接口才能接入并进行参数校验（如：在展示层不可直接操作

数据库），保证数据操作的安全。 

2、 双重验证：用户表单提交双验证：包括服务器端验证及客户端验证，防

止用户通过浏览器恶意修改（如不可写文本域、隐藏变量篡改、上传非

法文件等）而跳过客户端验证操作数据库。 

3、 安全编码：用户表单提交所有数据，在服务器端都进行安全编码，防止

用户提交非法脚本及 SQL 注入获取敏感数据等，确保数据安全。 

4、 密码加密：登录用户密码进行 SHA1 散列加密，此加密方法是不可逆的。

保证密文泄露后的安全问题。 

5、 访问验证：系统对所有管理端链接都进行用户身份权限验证，防止用户

直接通过 URL 进行未授权页面。 

6、 数据验证：对指定数据集权限进行过滤，3 种数据权限可供选择（所有

权限，本部门，本人数据），可根据需要自由扩展。 

 

1.5. 技术选型 

1、后端框架 

Spring Framework 4.0 

MyBatis 3.2 

Hibernate Validator 5.1 



Apache Shiro 1.2 

Spring Task 

Alibaba Druid 

Log4j 

2、视图框架 

Spring MVC 4.0 

JSP 

3、JS 框架 

JQuery 2.1 

Layer3.0 

jQuery Select2 

jQuery zTree 

My97DatePicker 

 CKEcitor 

4、前端样式 

Bootstrap3.0 

H+ 

5、缓存框架 

Ehcache 2.6 

Redis 

6、工具类 

Apache Commons 

Jackson 

Xstream 

Dozer  

POI 

7、数据库支持 

 Mysql5.5+ 

 Oracle 

 MSSQL Server 

8、开发环境 

JDK1.7+ 

Eclipse 3+ 

Maven3+ 



1.6. 安装部署 

1. 将 JavaFast 工程以 Maven 项目导入到 Eclipse。 

 

代码工程导入成功后，右键代码工程点击 Properties，在 Java Build Path目录将 JavaSE

修改为 jdk1.7。 

 

 

2. 设置数据源：src/main/resources/javafast.properties 

#mysql database setting 

jdbc.type=mysql 

jdbc.driver=com.mysql.jdbc.Driver 

jdbc.url=jdbc:mysql://localhost:3306/javafast?useUnicode=true&cha

racterEncoding=utf-8 

jdbc.username=root 

jdbc.password=sa 

3. 创建数据库并初始化数据：运行 javafast.sql 数据文件导入数据。 

4. 右键项目 Run as > Maven Build，输入 tomcat:run，运行项目： 



  
注：为了防止内存溢出建议在 VM arguments 中增加： 

-Xms256m -Xmx256m -XX:MaxNewSize=256m -XX:MaxPermSize=256m。 

 

5. 访问工程：http://localhost:8080/ javafast，超级管理员账号：sysadmin，密码：

sysadmin 

2. 代码生成器 

代码生成器，支持多种数据模型,根据表生成对应的 Entity,Service,Dao,Action,JSP 等,

增删改查/排序/导出导入 Excel/权限控制/功能生成直接使用。 

2.1. 操作步骤 

1. 建立业务数据模型，设计表结构 

2. 进入表单配置模块，添加业务表配置 

3. 进入表单配置模块，生成代码 

4. 进入表单配置模块，生成菜单和权限 

 



2.1.1 数据模型设计 

2.1.1.1 单表 

单表模型设计，红框内为必须有的字段： 

 

2.1.1.2 一对多 

一对多模型设计，红框内为必须有的字段： 

 

2.1.1.3 树结构 

树结构模型设计，红框内为必须有的字段： 



 

2.1.2 表单设计 

2.1.2 第一步，选择表 

 



2.1.2.2 第二步，配置表单 

 

表名：物理表表名 

说明：物理表表描述 

类名：生成表关联的实体类名称 

父表表名：关联父表的表名，外键：当前表关联父表的主键，如果当前

表为子表，需在此指定父表及外键。外键字段需在字段列表中手动设置

属性名（对象.主键，例如：将 userId 修改为 user.id） 

列名：数据表定义的字段名称 

说明：数据表定义的字段注释 

物理类型：数据表定义字段类型 

Java 类型：实体对象的属性字段类型 

Java 属性名称：实体对象的属性字段（对象名.属性名|属性名 2|属性名 3，

例如：用户 user.id|name|loginName，属性名 2 和属性名 3 为 Join 时关联

查询的字段） 

主键：是否是主键字段 

可空：该字段是否可为空 

插入：是否是插入字段，如果是则包含在 insert 语句里 



编辑：是否是编辑字段，如果是则包含在 update 语句里 

列表：是否是列表查询，如果是则包含在列表页的表格列里。 

查询：是否是查询字段，如果是则包含在查询页的查询列表里。 

查询方式：查询字段的查询方式，也就是 where 后的条件表达式，如：

字段 1=字段 2  AND  字段 3>字段 4  AND  字段 5 !=字段 6。 

字段生成方案：表单中字段生成的样式，如：input，select，treeselect，

areatext 等等 

字典类型：如果字段生成方案为：下拉框、复选框、单选框，则该字段

必须指定一个字典类型，字典类型为字段管理中的字典类型。 

排序：字段生成的先后顺序，升序。 

2.1.3 生成代码 

 

业务表名：要生成代码的业务表。 

模板分类：生成的模板，目前可生成如下模板：增删改查（单表）、增删

改查（一对多）、仅持久层（dao/entity/mapper）、树结构表（一体）。 

生成包路径：生成哪个包下。 

生成模块名：生成包下的模块名称，模块名称下进行分层。 

生成功描述：生成到类注释里。 

生成功能名：生成功能提示，如列表上、提示信息等。 

生成功能作者：开发者姓名 

生成选项：是否替换现有文件，提供重复生成，覆盖原有文件。 



2.1.4 生成菜单 

 

也可以根据控制器@RequestMapping 及@RequiresPermissions 手动添加菜单

和权限标志 

2.1.5 刷新代码工程，重启 

刷新代码，检查没有错误后，重启工程，查看生成的页面效果。 

2.1.6 一对多注意事项 

一对多生成需要配置一个主表，和一个或多个子表。子表配置需要指定父表

表名和外键，如下： 

 

表配置结果，如下： 



 

生成代码的时候，只需要选择主表进行代码生成。 

在代码生成页面选择“增删改查（一对多）”，业务表表名选择“主表”，如

下： 

 

其它操作与单表生成相同。 

3. 报表配置器 

在线配置报表，无需编码，一分钟快速生成自定义图形报表（无需编码，通过在线配置

方式，实现曲线图，柱状图，数据等报表）。 



3.1. 报表配置 

 

报表支持柱状图、饼状图、线壮图，配置报表查询所需要的 SQL 语句，以及报表显示

的相关字段。配置图表请确保 SQL 语句的正确性。 

 

点击保存，图表配置完毕，可测试查看效果 

 



4. 常用组件 

4.1. 用户工具 UserUtils 

应用场景：在 java 文件或 jsp 页面上，获取当前用户相关信息 

 

获取当前用户： 

UserUtils.getUser(); 

${fns:getUser()} 

获取当前部门： 

UserUtils.getOfficeList(); 

${fns:getOfficeList()} 

获取当前用户有权限的菜单： 

UserUtils.getMenuList (); 

${fns:getOfficeList()} 

获取当前用户缓存： 

UserUtils.getCache(key);  

${fns:getCache(cacheName, defaultValue)} 

设置当前用户缓存： 

UserUtils.putCache(key); 

4.2. 缓存工具  

应用场景：系统字典 

1. 设置应用程序缓存：CacheUtils.put(key); 

2. 获取应用程序缓存：CacheUtils.get(key); 

4.3. 字典工具  

应用场景：系统全局固定的字典数据，java 或 jsp 中获取字典相关数据。 

3. 根据类型和值获取字典标签（列表取值）： 

DictUtils.getDictLabel(String value, String type, String defaultValue)   

${ fns:getDictLabel (value, type, defaultValue)} 

4. 根据类型和标签获取字典值（根据标签取值）： 



DictUtils.getDictValue(String label, String type, String defaultLabel) 

${fns:getDictValue(label, type, defaultValue)} 

5. 根据类型获取字典列表（下拉框，复选框，单选框）： 

DictUtils.getDictList(String type) 

${fns:getDictList(type)} 

 

 

4.4. 权限控制 

应用场景：访问功能授权，查看权限，编辑权限，导入权限，审核权限。 

1. 给方法添加权限标志 

@RequiresPermissions("sys:user:view") 

2. 菜单中设置权限标志。 

3. 判断权限： 

SecurityUtils.getSubject().isPermitted("sys:user:edit")； 

4. 视图中控制按钮（shiro.tld）： 

  <shiro:hasPermission name="sys:user:edit"> 

   <input id="btnSubmit" class="btn btn-primary" type="submit" value="保 存"/> 

  </shiro:hasPermission> 

  <!-- 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权限 --> 

  <shiro:hasAnyPermissions name="sys:user:view, sys:user:edit,"> 

   <input id="btnSubmit" class="btn btn-primary" type="submit" value="返 回"/> 

  </shiro: hasAnyPermissions> 

 

4.5. 数据权限 

应用场景：某用户访问数据范围：所有数据，部门数据，个人数据 

1．在 Service 层需加入权限过滤方法： 

// 生成数据权限过滤条件 

dataScopeFilter(entity); 

 

2.在 SQL需加入${sqlMap.dsf}如： 

<!-- 分页查询用户信息 --> 

<select id="findList" parameterType="User" resultMap="User"> 



 SELECT 

  <include refid="userColumns"/> 

 FROM sys_user a 

  <include refid="userJoins"/> 

  WHERE a.del_flag = '0' 

  <!-- 数据范围过滤 --> 

  ${sqlMap.dsf} 

</select> 

4.6. 分页组件 

// 设置分页参数，则分页，如果不设置，则根据条件获取全部 

 entity.setPage(page); 

// 执行分页查询 

 page.setList(entityDao.findPage(entity)); 

4.7. 树选择组件 

标签文件：/ javafast /src/main/webapp/WEB-INF/tags/treeselect.tag 

使用方法如： 

<sys:treeselect id="company" name="company.id" 

value="${user.company.id}" labelName="company.name" 

labelValue="${user.company.name}" title="公司" 

url="/sys/office/treeData?type=1" cssClass="form-control required"/> 

4.8. 多选下拉组件 

<form:select path="status" cssClass="form-control input-xlarge" multiple="multiple"> 

<form:options items="${fns:getDictList(audit_status)}" itemLabel="label" 

itemValue="value" htmlEscape="false"/> 

</form:select> 

' audit_status '为数据字典类型 

4.9. 部门选择组件 

  <tags:treeselect id="office" name="office.id" value="${user.office.id}" 

labelName="office.name" labelValue="${user.office.name}"  title="部门" 

url="/sys/office/treeData?type=2" cssClass="input-small" allowClear="true" 

notAllowSelectParent="true"/> 

  多选需要加 checked="true" 属性 



4.10. 人员选择组件 

  <tags:treeselect id="user" name="user.id" value="${user.id}" labelName="user.name" 

labelValue="${user.name}" title="用户" url="/sys/office/treeData?type=3" 

cssClass="input-small" allowClear="true" notAllowSelectParent="true"/> 

  多选需要加 checked="true" 属性 

4.11. 文件选择、文件上传组件 

  <form:hidden path="name" htmlEscape="false" maxlength="255" 

class="input-xlarge"/> 

  <tags:ckfinder input="name" type="files" uploadPath="/test "/> 

4.12. 图片选择、图片上传组件 

  <form:hidden path="name" htmlEscape="false" maxlength="255" 

class="input-xlarge"/> 

  <tags:ckfinder input="name" type="images" uploadPath="/test "/> 

 

4.13. 富文本在线编辑器组件 

  <form:textarea id="name" htmlEscape="true" path="name" rows="4" maxlength="200" 

class="input-xxlarge"/> 

  <tags:ckeditor replace="name" uploadPath="/test " /> 

4.1. 工具类 

UserUtils：用户工具类（获取当前用户的相关信息）。 

CacheUtils：Cache 缓存工具类。 

CookieUtils：Cookie 操作工具类 

DateUtils：日期时间工具类。 

FileUtils：文件操作工具类。 

StringUtils：字符串操作工具类。 

ExcelExcel 导入导出，参考用户导入导出例子。 

Reflections：Java 对象操作反射工具类。 



BeanMapper：Bean 与 Bean，Bean 与 Conllection 的互转 

JaxbMapper：XML 与 Object 互转。 

JsonMapper：JSON 与 Object 互转。 

Cryptos、Digests：密钥工具类 SHA1、MD5。 

Collections3：集合对象工具类。 

Encodes：各种编码转换工具类。 

Exceptions：异常工具类。 

FreeMarkers：FreeMarkers 模板工具类。 

Identities：唯一标识生成算法工具类（uuid、random） 

PropertiesLoader：属性文件操作工具类 

Threads：线程相关操作工具类。 

4.2. 自定义标签 

ckeditor.tag：HTML 在线编辑器。 

ckfinder.tag：在线文件管理。 

iconselect.tag：Icon 图标选择。 

message.tag：消息弹框。 

validateCode.tag：验证码。 

 

5. 系统配置 

5.1. 基本配置 

javafast.properties 是系统的配置文件。 

4.1.1．数据源配置 

#mysql数据库连接设置。 

jdbc.type=mysql 

jdbc.driver=com.mysql.jdbc.Driver 

jdbc.url=jdbc:mysql://localhost:3306/javafast?useUnicode=true&charact



erEncoding=utf-8 

jdbc.username=root 

jdbc.password=123456 

 

#oracle数据库连接设置 

#jdbc.type=oracle 

#jdbc.driver=oracle.jdbc.driver.OracleDriver 

#jdbc.url=jdbc:oracle:thin:@127.0.0.1:1521:javafast 

#jdbc.username=root 

#jdbc.password=123456 

 

#mssql 数据库连接设置 

#jdbc.type=mssql 

#jdbc.driver=net.sourceforge.jtds.jdbc.Driver 

#jdbc.url=jdbc:jtds:sqlserver://localhost:1433/javafast 

#jdbc.username=sa 

#jdbc.password=sa 

 

# 连接池设置，初始大小，最小，最大连接数。 

jdbc.pool.init=1 

jdbc.pool.minIdle=3 

jdbc.pool.maxActive=20 

 

# 测试连接sql语句 

jdbc.testSql=SELECT 'x' FROM DUAL 

4.1.2．系统配置 

# 配置产品名称，版权日期和版本号 

productName=JavaFast 快速开发平台 

copyrightYear=2017 

version=V1.0 

 

# 是否是演示模式，演示模式下部分模块无法进行修改数据的操作 

demoMode=false 

 

# 管理端跟路径 

adminPath=/jf 

 

# 前端跟路径 

frontPath=/f 

 

# 分页大小，默认每页10条 

page.pageSize=10 



 

# 设置通知间隔访问时间，单位毫秒. 

oa.notify.remind.interval=60000 

 

# 设置SESSION超时时间，web.xml里设置无效，单位毫秒. 

session.sessionTimeout=120000 

session.sessionTimeoutClean=120000 

 

5.2. 阿里云短信配置 

1．在阿里云官网开通短信服务： 

https://dysms.console.aliyun.com/dysms.htm 

配置短信签名： 

 

配置短信模板： 

 

2．在项目工程的 javafast.properties 文件配置短信账号和签名： 

 

aliyun.sms.accessKey是阿里云短信 key 

aliyun.sms.accessSecret是阿里云短信 Secret 

aliyun.sms.signName是阿里云签名 

aliyun.sms.verifCodeTemplateCode=短信模板 code 

5.3. 微信支付配置 

1．登录微信公众号平台，并开通微信支付：https://mp.weixin.qq.com/ 

按照微信支付开通流程填写信息，并成功开通微信支付后，进入微信支付商户平台。 

https://dysms.console.aliyun.com/dysms.htm
http://www.baidu.com/link?url=1jdn5PU6EurW8Sqpx3VubCUhMX1uiBmC-cA6rcamb1usehwWNRbdsyMpUlwbvoUr


设置 API 秘钥，支付开发的时候会用到。 

 

在微信公众平台-开发-基本配置，可以看到 appid 

2．在项目工程的 WxPayConfig.java 文件配置微信支付参数： 

 

3．支付测试： 

 

 

6. 文件结构 

6.1. 工程目录 

6.1.1 代码目录 

src\main\java 

com.javafast 总目录 

   common 公共模块存放目录 



       beanvalidator 实体 Bean 验证相关类 

log 日志工具相关类 

mapper 各种 Object 到 Xml、Object 到 Json 的映射转换类 

persistence 持久层相关类 

security 安全相关类 

service 业务层相关类 

servlet 公共 servlet 相关类 

utils 各种操作小工具类 

web 模型控制器层相关类 

modules JavaFast 内置功能模块存放目录 

sys 系统核心模块存放目录 

dao 数据访问层相关类 

entity 实体相关类 

interceptor 拦截器相关类 

service 业务处相关类 

     web 模型控制器层相关类 

     utils 系统模块的工具类 

6.1.2 资源目录 

src\main\resources 

act Activiti 工作流引擎相关文件（部署文件、bpmn） 

cache Ehcache 缓存配置存放目录 

mappings Mybatis Sql 映射文件存放目录 

javafast.properties 系统配置属性文件 

spring-*.xml Spring 相关文件 

log4j.properties Log4j 日志配置属性文件 

6.1.3 前端目录 

src\main\webapp 

static 静态文件存放目录（JS、CSS、前端插件类库等） 

userfiles 用户上传文件目录 

WEB-INF WEB 应用安全目录，通过映射访问相关文件。 

     lib 依赖 jar 包目录 

tags Tags 标签存放目录 

views 视图文件目录 

error 系统异常映射相关页面 

include 视图相关包含文件 

layouts 视图布局相关文件 

modules 内置核心功能模块视图相关文件 

sys 系统管理模块视图相关文件 



test 示例模块视图相关文件 

ckfinder.xml CKfinder 配置文件 

decorators.xml Decorator 配置文件 

web.xml Web 配置文件 

 

7. 常见问题 

7.1. Tomcat 中文乱码 

修改 Tomcat 的 server.xml 文件的 Connector 项，增加 URIEncoding="UTF-8" 

7.2. Tomcat 内存溢出 

java.lang.OutOfMemoryError: PermGen space 

解决方案： 

Eclipse 中以 Run as 运行项目，在 VM arguments 中增加：-Xms256m -Xmx256m 

-XX:MaxNewSize=256m -XX:MaxPermSize=256m。 

 

在 tomcat\bin 目录下找到 bin \ catalina.bat 文件，用

编辑形式打开，找到以下的内容：加入下边红色的

Tomcat 内存设置语句就可以了： 

rem ----- Execute The Requested Command 

 
1. set JAVA_OPTS=-Xms1024m -Xmx4096m 

-XX:PermSize=128m -XX:MaxPermSize=256m 

复制代码 

 

 

Linux 下 

bin/ catalina.sh 

http://lib.csdn.net/base/linux


 

      

 

 

 

 

 

 

 

 

 

 

 

 

 

 

 

 

 

 

rem ----- Execute The Requested Command 

1. CATALINA_OPTS="-Xms2048m -Xmx2048m 

-XX:PermSize=512M -XX:MaxNewSize=256m 

-XX:MaxPermSize=1024m" 

复制代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