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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研制
掌握“鸡油黄”核心技术

“鸡油黄”于明初兴起，是淄博
博山的一种手工琉璃产品，被尊为

“御黄”“黄玉”。“鸡油黄”琉璃自创
世以来，因其配料昂贵，制作工艺
复杂，成为历代收藏家首选藏品。
但随着时间推移，“鸡油黄”研制资
料和有关实物相继流失。

“传承”“保护”成为了孙云毅
人生的关键词。一直以来，原料配
方是决定“鸡油黄”最终成品率核

心技术，孙云毅和研发团队一起，
仔细研究前人留下的各种资料，发
掘古代配方中的精华，一遍遍实
验，一遍遍总结。

为了寻找新的配方，他们不断
扩大原材料的搜寻范围，由全省而
全国，乃至全世界，目的就是用最
好的材料做最好的产品。为了达到
理想效果，孙云毅均不计成本。新
材料到手后，他和团队一起精心配
制，耐心比对，详细记录每天的配
制比例及当天温度、湿度、风向等
自然因素，以求取得最佳配方。实
验过程极其艰难，理想中的烧制效
果如深谷幽灵，只闻其声，难觅其
踪，更多的是一次接一次的失败。

100多万的家底全部投入进去，
却仍然没有掌握理想的配方。为了
生计，孙云毅不得不承接其他的琉
璃订单来保障“鸡油黄”的生产和研
发。

通过不断研究各种记载和文献
资料，在材料、工艺和技术及器型设
计诸方面进行了改进，逐渐完善了
自己的工艺，成功恢复了“鸡油黄”
烧制技艺，提高了作品的成功炼制
比，成为“孙氏鸡油黄”的第五代传
承人。

精心锤炼

成行业“大拿”

提起自己的工作历程，孙云毅
坦言，自己既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
经历，也没有创造丰富经历的条件，
能拥有的，仅仅是既定的人生目标
和学习、工作的综合沉淀。无论是少
年跟叔叔学习国画，青年入中国书
画函授大学、山东轻工美校研修，还
是在博山美术琉璃厂工作期间，他
都争分夺秒地在学习。他回忆说，当
学生时，每天都会超额完成作业，工
作以后，在完成厂里任务后，其余的
时间都用在画画上，这为他以后的
艺术造诣打下了基础。

“制作鸡油黄工艺要求很高，
成本也很高，用料、火候必须恰到
好处，稍有不慎就成了次品。即使
现在技术发达了，100件中能有10
件是精品已经很不错了。哪怕颜色
只是稍有偏差或出现一丝气泡，我
们也会将其视为次品作废，以保证
鸡油黄的品质。”孙云毅始终用一
颗精益求精的匠心，对待他的每一
件作品。

多年来潜心从事名贵琉璃料
器“鸡油黄”、鸡肝石的创作研究，
孙云毅从配料、配色到熔制、控温，
从手工操作结合科学把控，不断改
进，成功研制出品质上乘的艺术珍
品，大幅度提升了产品的成品率及
颜色的纯正度。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他在行业内独家研发成功了以

“鸡油黄”废弃熟料为原料生产鸡
肝石工艺，所得产品杂质基本消
除，颜色及花纹更加绚丽多彩。

近年来，孙云毅先后被授予全
国最美职工、泰山产业领军人才、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全国技术
能手等荣誉称号。

与故宫博物院合作

“鸡油黄”走出大山

在康乾琉璃艺术品制造有限
公司的发展过程中，有几个重要
的时间节点，而2015年作品被故
宫博物院选为宝蕴楼长期陈设和
展示的文创精品项目，无疑是其
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2 0 1 7年，康乾琉璃公司与
故宫博物院签订三年合约，用
鸡油黄琉璃1：1复制故宫博物
院的馆藏文物。这是故宫博物
院建院以来首次以琉璃为载体
复制文物，孙云毅的实力再一
次得到印证。

而在这之前，孙云毅和他的
团队所创作的“国泰民安”、琉璃
浮雕观音瓶、葫芦浮雕《金秋》、鼻
烟壶镌刻等在“金凤凰”创新产品
设计大奖赛、中国工艺美术博览
会创新产品设计大赛等众多赛事
中屡获金奖。2019年6月，“孙云毅
技能大师工作室”荣获了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荣誉称号，这
是淄博唯一一家获得该荣誉的企
业。

获得山东省五一劳动奖章，
孙云毅说，这是对他几十年如一
日对琉璃行业孜孜以求、辛勤付
出的肯定。而他自己则更在意“博
山琉璃人”这个身份。他知道，只
有扎根脚下这块生于斯、长于斯
的土地，扎根于这个传承千年的
行业中，作品才能接住地气、增加
底气、灌注生气，才能在世界文化
激荡中站稳脚跟。

中国工美行业艺术大师孙云毅：

精益求精，破解“鸡油黄”琉璃奥秘
在淄博博山，

有位钟情于“鸡油
黄”琉璃的匠人，几
十年如一日潜心研
究琉璃历史文化及
琉璃制作技艺。他
是孙云毅，也是2020
年山东省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多年
来，孙云毅用自己的
坚持和精益求精研制出
的“鸡油黄”、鸡肝石系列
作品已经成为博山琉璃
艺术的标志性产物，孙云
毅和他的团队不仅掌握
着“鸡油黄”、鸡肝石的研
制密码，也为整个行业的
发展提升、扩大影响作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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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不可能”

超额满足客户需求

2008年10月，贡维加入浪潮。
2017年底，一份需求方案交到贡
维手中。国内某知名互联网客户
为部署重点项目，向多所国内外
知名IT厂家发出投标邀请，当浪
潮接到需求方案的时间已经比其
他对手晚了许久。

留给贡维和团队的时间已屈
指可数，要战胜的不仅仅是彼时
业内第一的强劲对手，更重要的
是实现对自己的突破。

在往返客户现场多次获取详
细需求后，贡维开始全身心投入
到为期三个多月的异地封闭研发
之中，运用涉及计算、存储、AI加
速等多种服务器形态，根据客户
不同类型的平台特征设计复杂的
优势架构方案。想要赢得客户，仅
靠这些还远远不够。

在方案设计过程中，客户提
出希望在不停电、不关机的情况
下实现对NVMe硬盘至少12分钟
的在线维护，这在当时看来几乎
是不可能实现的。贡维及团队敏
锐地捕捉到这一客户痛点。为了
挑战“不可能”，他们在实验室搭
建起模拟环境，反复进行多种方
案验证工作。

“那段时间经常到晚上两三
点钟”，贡维回忆到。为了让客户

信服，他们最终列出八种可行性
方案，逐条分析优劣，并论证出数
倍于客户需求时间的可能性结
论。

除了超额满足客户需求之
外，贡维和团队还在运用技术为
客户赋能价值。当时，客户使用的
某项互连网络模块处于2 . 0阶段，

“根据浪潮自身的技术积累，我们
认为这个技术是落后的，并提供
了3 . 0方案。”结合浪潮在全球其
他地域的先行案例，贡维令对方
眼前一亮。

三个月的时间，贡维和团队
深深打动了客户。最终，浪潮以技
术第一名的优势脱颖而出。

用严谨与细致解决Bug

早在2008年，带着对国家“863
计划”的憧憬和对技术挑战的渴
望，贡维毅然选择北上，进入浪潮
高端容错计算机研发项目组承担

硬件设计工作。这是一个从零开
始的探索过程，“为了实现32颗处
理器的互连，我们选用的正交互
连架构在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先例
可循。”贡维告诉记者。

大家顶住庞大复杂的设计、
高昂的研发成本带来的压力“摸
着石头过河”，就在这时，一个不
确定性带来的风险悄然而至：计
算板开机Power On的超过了所有
人的预期，经过3个多星期调试还
是无法进入操作系统。

问题究竟出在哪？从硬件设
计，再到BMC、BIOS这些软件配
置，上万颗的元器件、上百页的原
理图、几十万行的代码，为了找到
答案，贡维与大家一起“海底捞
针”。那段时间，实验室中只能听
到24小时的机器轰鸣，大家紧绷
的神经一刻也不敢放松。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整个进程的放慢，焦
虑和压抑的氛围萦绕在每个人的
心中。

“我找到问题了！”大家寻声
看到了匆匆赶来实验室的贡维。

经过对上万根信号线一遍遍
细细排查，一个隐藏在属性中的
连接问题最终被贡维挖了出来。
实验室的气氛顿时热闹了起来，
大家聚在一起共同验证了贡维的
结论。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连接
问题，所造成的影响却是不可估
量的。“那是我从业十多年来解得
最久的一个Bug。”从那时起，贡维
便意识到，唯有严谨与细致，方能
至臻至美。

用创新思维实现

新技术的革新

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使贡维
在探索之路上的每一个步伐都显
得坚实有力，也使他有了更大的
信心去开拓新的领域，迎接新技
术的革新与挑战。

贡维介绍，硬件设计行业不

同于其他行业，这是一项对工程
师要求极高的工作，不仅需要扎
实的理论基础、严谨的设计规范，
更需要开拓敏锐的创新思维以突
破现有技术的瓶颈，实现工业技
术的革新。就在这样的“开”与

“合”之中，将创新的设计思维熔
铸于审慎的技术态度，贡维的探
索仍在继续。

在云服务、大数据还方兴未
艾之际，贡维把握技术机遇，作为
硬件设计负责人参与研制面向超
大规模数据中心的商用云平台
Incloud Rack融合架构云服务器。
该平台在技术上采用了创新的

“软件定义+硬件重构”的架构设
计，可满足亿级并发事务处理需
求，实现了计算、存储、异构加速、
网络等资源的池化，数倍提升了
设备统一管理部署效率，目前已
在互联网、电信等五大行业、近百
家企业部署上万节点。

对贡维而言，于繁杂之中解
决核心Bug是俯首细查，那么于
未知之中开拓创新则是仰望星
空。技术蹊径的探索需要灵感的
闪光，更需要脚踏实地、稳步前
行。

贡维曾经花一个半月写了16
个专利，并被全部获得受理，他的
专利模板还曾作为标准在全公司
推广。严谨的思维与缜密的论证
是贡维始终坚守的初心。而这一
切，都源于对技术的向往与痴迷。
也正是这份执着的热情，让贡维
在技术的探索上不断突破现有的
囹圄，成就技术的革新。

浪潮服务器研发工程师贡维：

繁杂中解决核心问题，未知中开拓创新
“严谨”、“细致”是浪潮服务器研发

工程师贡维的“人生信条”。从业多年来，
贡维致力于高端服务器系统硬件开发、
架构设计等研发工作，先后参与国家
863、核高基、973等10余项专业领域的研
究工作。凭借着对创新和技术的执着追
求和精益探索，贡维作为核心成员参与
国家“863计划”重大专项“高端容错计算
机系统关键技术与应用”，打造国之重
器，使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掌握新一代
主机技术的国家，一举改变我国在金融、
电信等核心领域大型主机长期依赖进口
的尴尬局面，推动国家信息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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