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nam CIO，
Denis Corée

20
11

 年
 9

 月
客
户
评
价

较低的用户满意度和

充满安全漏洞的系统

确保网络安全的可靠

快捷工具

易于使用并提升用户

满意度

2008 年，法国国立工艺学院（Cnam）
的 CIO 收到了多个用户的投诉，他们投
诉收到大量垃圾邮件，这让他们很不满
意。更严重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作站受
到病毒和恶意软件的侵袭。当时使用的
解决方案主要依赖于免费软件，不但没
有解决问题，而且工作人员还花费了大
量时间。因此，该 CIO 将目光投向了 
Cisco® ESA（邮件安全设备）和 WSA
（网络安全设备）解决方案，这两个解
决方案集成了无边界网络架构。

从 2008 年开始，Cnam 的 CIO 开始测
试各种解决方案，并最终选择了 Cisco 
IronPort™ ESA 来优化邮件网关并提供符
合用户需求的垃圾邮件过滤。Cnam 被该
解决方案的高效性、易用性以及直观的界
面所深深折服，一年后加快了部署速度，
购置了 WSA 来保护网络浏览安全并防止
脆弱的信息系统受到攻击。

这些解决方案在很短时间内就投入使用，
它们的实施效果让 Cnam 非常满意。

如今，所有目标都得已实现：对于用户，
所有一切都是透明可见的；而对于 Cnam 
的 CIO，这个可靠且省时的解决方案为他
们带来了很多好处。该 CIO 对这两个解决
方案在使用、界面和可定制性方面的整合
尤为青睐。由于它们会定期升级，现在我
们可以通过这两个解决方案对邮件和互联
网浏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安全保护，同
时，IT 部门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将精力集
中在其他项目上。

成人教育和终身学习机构。

邮件和互联网安全

“我们需要为邮件和互联网网关配

置强大适应性强的创新型安全与管

理解决方案。思科的 ESA 和 WSA 
技术可全方位满足我们和用户在这

方面的需求。”

 
 

目标：优化邮件和互联网网关以满足用户期望并节省更多时间。

 

法国国立工艺学院
292 rue Saint Martin
F 75141 Paris Cedex 03
电话：+33 (0)1 40 27 20 00
网址：www.cnam.fr

▪▪哪些因素促使您实施 
ESA 项目？

Cnam 首席信息官（CIO），
Denis Corée

▪▪您认为这个解决方案的特别价值在哪里？

Cnam 系统和网络工程师， 
Lilian Bézard

▪▪您认为哪些功能用处最大？

Cnam 系统和网络工程师， 
Lilian Bézard

▪▪什么原因促使您选择 WSA 作为互联网

网关的解决方案？

Cnam 首席信息官（CIO），

Denis Corée

▪▪您认为这个解决方案在哪些方面特别具

有吸引力？

Cnam 系统和网络工程师， 
Lilian Bézard

▪▪到目前为止，您如何评价您所选择

的解决方案？

Cnam 首席信息官（CIO），

Denis Corée

请访问以下网址，浏览所有客户评价：

www.cisco.fr/go/clients

的垃圾邮件在进入
系统之际被捕获。
易于使用。

92%

法国国立工艺学院（Cnam）是法国乃

至欧洲地区一流的成人高等教育与终身

培训机构。在 2009 年至 2010 年学年

度，近 10 万名学生在 Cnam 分布于法

国和国外的 28 个教育中心报名学习相

关课程。Cnam 的主要优势是出色的教

学质量、为其培训课程提供强大基础的

精湛专业知识，以及覆盖范围广泛的教

育网络。此外，Cnam 的教职工队伍人

才济济，从来自学术界和商界的著名讲

师和研究人员，到工程师、技术人员、

管理人员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涵盖

了各个领域的精英专家。

安装的解决方案

• 两台网络安全设备（WSA）
• 两台邮件安全设备（ESA）

在 2007 年末期，有越来越
多的用户投诉收到过多的垃
圾邮件。当时我们的安全解

Alain Matonnier 和
一群投资者于 2000 
年 4 月创立了 
Anyssa Solutions，

ATELOG 2i - ANYSSA 解决方案

168, avenue Jean Jaurès 
网站：www.anyssa-solutions.fr

该公司与一家总部位于昂热的工程公司合

并后，组建为 Atelog2i。Atelog2i 的市场

定位是 IT 安全，业务范围涉及信息系统保

护与安全解决方案创建的所有阶段。随着

数字通信和数据传输的日益增长，风险评

估和管理对企业而言已不可或缺。

决方案主要依靠免费软件，这不但需要我们投
入大量时间，而且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就在
我参加欧洲安全与信息系统大会时，Cisco 
IronPort ESA 工具进入了我的视线。我们很快
安排了一些测试，这些测试最终提供了令人信
服的结果。

这款产品采用智能设计，并且拥有一个清晰直
观的界面。对于我们而言，完美的解决方案不
仅要功能强大，而且在处理问题时还必须高效
省时和简单易用。这正是 Cisco IronPort ESA 
所具备的优点。此外，购买类似该款的产品是
一项长期投资，思科所提供的担保让我们对于
产品使用期限和未来升级高枕无忧。最后，产
品随附的相关文档相当详细易懂，这让我们可
以快速掌握该工具的用法并了解它的功能。

思科的过滤功能特别高效，它可以在连接级别
阻止 92% 的传入邮件。通过 ESA，我们可以
生成实时日志，从而更容易地诊断发送/接收
问题。使用该选项，我们还可以归档日志（出
于法律原因这是必需的步骤）。

“群集”模式可通过单个互联网界面实现集中
管理并提高该工具的可靠性：我们购置了两个
网关来确保冗余性，并且我们确信这两个网关
的配置完全相同。

我们过去使用的是免费解决方案，该解决方案
不仅消耗过多带宽，而且在安全性方面也不尽
人意。我们的 IT 系统越来越多地受到因网页
浏览而引发的病毒攻击。大多数商用解决方案
都过于复杂，而我们只是需要对访问过的网站
进行日志记录，并实现有效的病毒与恶意软件
防护。Cisco WSA 满足了我们的所有需求。

我们对思科解决方案非常满意。它们为我们
带来了重重惊喜，尤其是我们能够定期收到
更新。例如，我们最近购置了 WSA 的“网络
跟踪”选项，这使我们可以实时生成和查阅
日志。用户不再投诉垃圾邮件问题，我们的 
25,000 个在线工作站都得到了安全优化，最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显著减少了用于管理网
关的时间；我们如今很少需要亲自干预网关
管理，即使需要也是非常简单直接。

借助该解决方案，我们可以捕获网络流量并将
其自动定向到 WSA 网关，这是它的一大亮
点：用户无需再在自己的工作站上配置代理，
并且现在可以即时访问网络。另一个优点是它
可以将各网站自动分类。用户无法访问教学社
区禁止的网站。最后，远程监控使我们可以对
各工作站（尤其是笔记本电脑）进行评估，以
便快速发现和清理受到病毒感染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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