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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A SAMMY HOLDINGS Inc. 案例研究

共聚全新工作环境，创造团队协同效应
打造无碍多样性的领先业务基础设施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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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为强化团队协同效应和变革工作方式，旗下 20 家公司的 6,500 名员工聚集到同一地点办公。

Sega Sammy Group 以 Sammy 的游戏机业务和 Sega Group 的数字游戏业务为核心，致力于开发娱
乐设备和管理设施。集团目前正在全力拓展业务，制作视频和开发玩具的娱乐内容业务，在广泛区域内
开发和运营酒店等复杂设施的度假业务，不一而足。2018 年 8 月，Sega Sammy 有效落实集团管理
措施，整合多总部运营模式，将旗下分散运营的公司集中到东京大崎市的新办公室，旨在加强企业间的
协调，并重焕员工间的交流活力，创造协同效应。新办公室引入了包括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在内的领先技术，旗下 20 家公司的 6,500 名员工共聚此地办公。借助全新工作方式，他们全
力以赴实现 Sega Sammy Group “不断创造动人体验，让生活更丰富多彩” 的使命。 

就这次搬迁的目标，SEGA SAMMY HOLDINGS INC. 的副总裁兼执行官（IT 解决方案分部总经理）
Takaharu Kato 畅谈了他的想法。

搬迁目标 -  
多措并举，创造团队协同效应和变革工作方式
“过去，Sega Sammy Group 旗下公司的总部散落在东京各处。近年来， ‘企业无边界运营’ 已成大势，
其中娱乐企业获得了更多的机会，能够在以 IP 为中心的公司之间拓展业务。因此，我们决定整合办公
室，以加强企业之间的协调和创造协同效应。最终，旗下 20 家公司的 6,500 名员工全部集中到了大
崎的新办公室。

新办公室的重要目标是加强沟通和协作，打破企业和公司的组织壁垒，从而实现集团 ‘不断创造动人体
验’ 的使命。当然，在这次搬迁中，多管齐下变革工作方式也是一项重要目标。”

传统 IT 基础设施面临的挑战 -  
通过主动搬迁抓住 IT 投资的良机
“作为企业，投资 IT 基础设施的时间跨度本身就充满了挑战性。当然，尽管留出了定期维修的时间，但
日常业务活动（包括地板下布线和其他物理组件）也存在一些限制。实际上，主动投资基础设施升级的
机会并不是很多，而且也没那么轻而易举。因此，公司内部的各个团队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
发挥其最大作用。

在搬迁期间，基础设施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但在管理层来看，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我们可以
借机主动投资基础设施。作为 IT 部门，我们也把握住了这次投资和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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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 一直以来，我们都计划打造强大的网络以及 
ICT 环境，使其成为坚实的业务基础设施，
至少 10 年内能持续扩展和
增长。” 

Takaharu Kato
SEGA SAMMY HOLDINGS INC 
副总裁兼执行官
IT 解决方案事业部总经理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集成平台需要实现的目标 -  
以持续运营 10 年为前提，建立稳健性和灵活性
一直以来，我们都计划打造强大的网络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环境，使其成为坚实的业务基础设
施，至少 10 年内能持续扩展和增长。即使在公共区域（例如一楼没有隔墙的自助餐厅和会议空间），
我们也可以确保相应区域的安全，让员工能安全工作。我们还打算加强协作，进一步发掘集中办公的价
值，并通过 IT 让效率和便利性落到实处。

我们致力于通过集成打造一个通用、可靠和精简的平台，并借助前沿技术来保障未来的可扩展性。此
外，集团的 20 家公司都有着各自不同的个性与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每家公司的多样性，而不
是压制这些个性与需求。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灵活变通，因此不会抑制变革。我们需要通过 IT 落实这
些要求，而无需进行权衡取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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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办公地点 “大崎花园大厦” 
(Osaki Garden Tower) 是
一栋高 24 层的顶级豪华写
字楼，位于大崎站南区大型
联合开发项目 “大崎花园城” 
(Osaki Garden City) 的核心
地段。 

综合性入口区充分展现了 Sega Sammy Group 的世界观

为集中到新办公室的集团企业设立了综合接待区。从内部设计到挂有游轮
图片的内饰，无一例外体现了 “旅程（Sega Sammy 永无止境的旅程）” 

的理念。在整个空间中，通过一个让人联想到旅程起点的环境，表达出对
旅程的期盼和好客之情。

办公室通风良好，尽可能减少部门之间的隔墙

办公室充分利用每个楼层约 1,600 坪的空间，每层大气豪华，尽可能减
少部门间的隔墙，以便活跃部门间的交流。在核心区域建有通道，可环绕

楼层各处观景。办公桌之间也设有多条过道。此外，还建造了大小不等的
会议室和聚集空间，可用于各种用途，包括为员工之间自然随性的接触创
造机会。高管也将从独立的办公室移到开放空间。这样的办公空间有助于
促进高管与员工之间的互动。 

员工自助餐厅可加强集团员工之间的互动

“旅程餐厅” (Journey’s Canteen) 是员工自助餐厅，可容纳约 700 人就
餐，除了供应餐食外，还提供电子游戏、飞镖、台球和其他游戏设备。
下午 5 点后还会供应酒水。这里不仅富有创意，而且让人感到非常舒
适，能够增强求知欲并激发灵感。餐厅一直开放，为增加集团员工间的
互动提供了一个好去处，而且可以一厅多用，举行会议和沟通活动。 

用于举行内部和外部活动的会议厅（礼堂）

礼堂名为 “灯塔” (Light House)，最多可容纳 500 人。得益于活动隔
墙，空间布局可以改变，还可用于举行各种会议和活动。礼堂可用于举
行邀请宾客参加的外部和内部活动，例如内部会议和培训，以及股东大
会、成果汇报大会和游戏活动。 

关于新办公室的理念 

协作
创造团队协同效应和变革工作方式 

网络
以持续运营 10 年为前提，建立稳健性和灵活性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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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心力
在不影响整体发展的前提下，包容集团 20 家公司各自的个性 

向心力
通过平台集成提高效率 



“ 在娱乐行业，有许多不同于一般企业网络的高级要求。新办公室采用了多种思
科® 解决方案，例如宽带网络、高密度无线局域网、可随时随地轻松互联的协作
产品，以及用于检测未授权设备的安全产品。令我们颇为惊喜的是，Cisco DNA 
真正改变了时代，它可以统一、直观地管理大规模集成平台、预测故障并支持未
来的自动化。如果我们不止步于简化未来运营，而是着眼于实现自动化，Cisco 
DNA 同样不负众望。”

SEGA SAMMY HOLDINGS INC.
IT 解决方案事业部平台部网络团队经理
Yasuyuki Komiya

20 家集团公司都有各自的安全策略 

灵活性不足，难以支撑自由开发 

通过集成 IT 基础设施简化流程并降低成本 

改善集成平台的可管理性和可操作性 

“ 我们仔细考量了搬迁项目未来 5 到 10 年的规模。首要目标就是避免现有环境一
层不变。基本思路是，我们绝不会认为只要压低成本就好，也不会认为集团旗下
的每家公司使用对个体最优的措施来处理问题就万事大吉了。我们的目标是打造
可满足集团每家公司需求的环境，集成后的基础设施要能实现集团 ‘不断创造动
人体验’ 的使命（同时这也是将员工聚在一起办公的目的）。此外，这些集成平
台最终将由人来运营。在正式开始运营时，我们也非常重视效率，并采取措施加
以落实。” 

SEGA SAMMY HOLDINGS INC.
IT 解决方案事业部平台部总监
Toru Kobayashi 

安装在办公室中的显示器。
借助思科互联移动体验 (CMX) 直观查看设备密度。 

挑战
鉴于贵公司对集成和新工作方式的理念，ICT 特别尝试解决了哪些类型的问题？负责管理集团三大公司
的 IT 部门和设计新办公室的 ICT 环境的 Kobayashi，以及负责网络的 Komiya 畅谈了他们的想法。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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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持有多台设备，导致无线带宽不足 

许多业务布局已然变革，每场变革都耗时费力、代价不菲

跨越企业和公司边界，创造沟通与协作机会

挑战



Cisco DNA
（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Center 

策略 

研究和学习 

自动化

反映意图 

安全 

应用场景 

基于意图的 
基础设施 

交换机 路由器 无线网络 

http://www.cisco.com/jp/go/dna

实施管理员的设计和操作意图（意图）
Cisco DNA Center
此平台可显著提高自动化、虚拟化和机器学习等高级方法的安全性、敏捷性及确定性，并将这些方

法应用于整个企业网络，从而实现网络基础设施转型，使其能够灵活适应业务变化。Cisco DNA 正

在进一步改进策略基础、以应用为中心的理念和开放式 API 的使用，到目前为止，思科一直使用 

SDN 来实现这些目标。 “强大无比的 IT 基础设施” 由此而生，既消除了人为错误，又极大促进了

企业的发展和战略工作，从而解决了网络运营管理相关的各种问题，例如进行复杂的组合、添加设

备，以及更智能地应对愈演愈烈的安全威胁。 

Cisco DNA Center 实施自动化和网络状态感知 

加快部署速度
调配和变更管理时间从数天减至数

小时。 

Cisco DNA 
组件 

提高运营的智能化水平
可获取网络性能相关信息，并提供修

复问题的指导。减少日常排障任务所

用时间。 

有线局域网     无线局域网     安全 

降低风险
快速检测并处理威胁，避免黑客窃取

数据或中断运营。 

请访问以下页面，了解各组
件的详细信息 

解决方案
引入思科解决方案，快速收获非凡成果 
Sega Sammy 最近在新办公室中引入了多种思科解决方案。办公环境采用日本最先进、最杰出的技
术。引入的目标和取得的成果有… 

打造基于意图的网络 Cisco DNA 
Center
“在搬迁项目开始后不久，我们就收到了思科关于 
Cisco DNA Center 的建议书。起初我们以为它是 
SDN 的企业版，但后来逐渐意识到其优势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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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DNA Center 优势众多，例如软件定义接入 
(SD Access)，但我们一开始关注的是网络状态感
知。它可以收集用户、设备和应用等对象的流量
信息，并利用关联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从而直
观显示网络使用趋势并预测故障。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分析

http://www.cisco.com/jp/go/dna


有线局域网 Cisco Catalyst 9300 系列交换机 Cisco Nexus 7700 系列交换机 

最近搬迁的集成网络总共有超过 20,000 个端
口。使用传统的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进行
监控，难以全面了解各种信息。借助 Cisco DNA 
Center，即使只有一个端口的通信出现多个错
误，系统也会发出警报，并且您可以通过控制面板
直观地全盘掌握动态。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时代真的变了。未来，我们可以同时升级数百台交
换机的固件版本，更好地展现自己的强大实力。” 
(Kobayashi)

“检测中几乎没有任何误报，结果和预期完全相
符。即使是不可重现的故障，Cisco DNA Center 
也可执行追溯性分析，不会错过补救时机。据我观
察，它可以发现细微问题，最大限度减少故障，让
我们未来能够防止问题发生。Cisco DNA Center 

打造可在各楼层提供 10 Gbps 和 100 Gbps 宽带速率
的客户端

“兼容 10GBASE-T 的开发工作站已经在部分业务公司投
入运营，但旧办公室的网络基础设施容易受到攻击，因此
无法充分利用。在娱乐行业的发展中，10 Gbps 通信几乎
已经普及，而且人们期望实现通信标准化，因此我们为整
个楼层打造了 10 Gbps 通信环境。如果楼层的宽带速率为 
10 Gbps，则作为主干的主网络将需要速率更高的宽带，为

运行迅速、性能卓越。每一天，我们的团队都在
不断试错，同时也逐渐清楚了自身的能力范围。
尽管如此，在集中、直观管理大量设备的能力方
面，我们也展现出了不凡的成果。我期待着有朝
一日实现运营自动化。” (Komiya) 

此我们将各楼层的宽带速率提高到 100 Gbps。对这个问
题的争论从未停止，但我们最终选择了能始终提供最有效
宽带的网络，并且我们是从长远考虑，着眼于未来 5 年和  
10 年。” (Komiya)

“未来，如果缺少任何通信频段，就需要进行扩展。可以肯
定，这种做法势必需要投入人力、物力，而随后增添设备又
会导致受影响的部分发生故障。” (Kobayashi)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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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线局域网 Cisco Aironet 3800 系列 
无线接入点 + 外接天线 

Cisco Aironet  
主动式传感器 

借助 Cisco Aironet，通过高密度 Wi-Fi 增强连接

“由于企业的特性，让公司内每位员工拥有 4 到 5 台设备
是不顾后果的做法，有时近 50 台设备都集中在小面积区域
内。以前的办公室缺乏通信频段，所以我们只是设法解决了
运营问题，但在新办公室，这个问题或多或少已经得到解
决，这要归功于通过采用外接天线的 Cisco Aironet 技术帮
助我们应对这种高密度设备分布情况。” (Kobayashi) 

安全 

数据中心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Cisco HyperFlex HX 系列

Cisco ISE 未授权终端隔离和安全检测

“这里聚集了集团的 20 家企业，但每家企业都有自己的安全
策略。最近，我们在所有公司的基本级别统一了措施，以防
止欺诈客户端和未经授权的终端连接到内部网络。我们充分
利用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进行动态 VLAN 控制。如果有

借助 Cisco HyperFlex，显著减少了构建时间和运营
工时

“我们需要在搬迁期间快速构建。通过引入超融合基础设施 
Cisco HyperFlex™ 系统，我们能够缩短构建时间并显著减
少运营工时。” (Komiya) 

思科互联移动 
体验 (CMX) 

Cisco Prime 
基础设施 (PI) 

通过 Cisco CMX 和 Cisco PI 提高可视化和可管理性

“我们通过思科互联移动体验 (CMX) 和 Cisco Prime 基础设
施 (PI) 管理整个新办公室。过去无法了解的信息（例如无
线电波状况）以及设备和人员的移动状态现在都一目了然。
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故障排除期间，我们不仅可以直
观地检查当前情况，还可以检查过去的情况，因此可以更轻
松地防止故障发生并采取后续步骤。” (Komiya) 

未经授权的终端连接到内部网络，Cisco ISE 会自动隔离该
终端并推动建立安全连接。这样，我们就打造出了一个安全
的内部网络，从任何楼层的任何位置都能建立安全的连接，
这就是新办公室的理念。” (Komiya)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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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ASR 9000 系列 
汇聚多业务路由器 



协作 

Cisco Webex Room Kit 

思科网真 SX 系列 

通过高质量视频会议以及思科网真® 较高的可操作性，
提高协作的数量和质量。 

“我们的目标是实现多元化，在不同的地点和时间进行协
作，促进办公方式的变革。该设备提供一种新的办公方式，
无论从家中、出差目的地还是海外地点，都能自由连接。
Sega Sammy 也将其度假村设施扩展到了海外，因此我们引
入该产品的目的是打造易于使用的高质量环境。” (Kato)

“过去，集团每家公司使用不同制造商的各种设备参加视频
会议，但最近我们都决定使用思科网真设备。根据使用情况
和环境，有四种型号可供使用，并且大家可以共享触摸面板
界面的直观操作，让操作和支持变得简单。图像和音质堪称
完美，因此我认为协作过程有所加快。” (Kobayashi)

缩短更改 Cisco Business Edition 7000 解决方案布
局时改变分机线路所需的时间

“Sega Sammy 进行了许多布局上的更改，例如团队组织和
每个开发项目的解散。过去，每每发生这种情况时，都会因
改变电话分机而产生工时和费用。通过使用 IP 电话，我们
大大提高了业务发展的灵活性。” (Kato) 

Cisco Business Edition 7000 

Cisco Webex Board，即使在搬迁项目期间也处于活动状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要求在远程会议中使用数字白板。借助 Cisco Webex Board，我们
可以共享图纸（例如布局），并实现我们公司与思科及其他合作伙伴公司之间的互联。双
方可以在展开讨论的同时在白板上书写讨论内容，之后还可以无缝共享资料。这也为搬迁
项目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Komiya)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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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的设备和服务
•  园区网络

Cisco DNA Center

Cisco DNA Advantage 许可证

Cisco Nexus 7700 系列交换机

Cisco Catalyst 9300 系列交换机

•  数据中心
Cisco Nexus 7700 系列交换机

Cisco Nexus 9000 系列交换机

Cisco HyperFlex HX 系列

Cisco ASR 9000 系列汇聚多业务 
路由器

•  无线局域网
Cisco Aironet 3800 系列无线接入点 + 
外接天线

Cisco Aironet 主动式传感器

Cisco CMX

Cisco PI

Cisco ONE for Access 许可证

•  协作
思科网真 SX 会议室套件

思科网真 SX80

Cisco Business Edition 7000 解决方案

Cisco Webex Board

•  安全
Cisco ISE 

成果和未来
Kato 就最近的搬迁项目取得的成果、未来的发展以及他对思科
未来发展的期望发表了以下看法。

“大崎的新办公环境于 2018 年 8 月开始运营，充分发挥了 1 层 1,600 坪无
立柱建筑物的特点，并实现了加速创新的各种尝试。它提供一种新的办公方
式，充分体现了集团的使命：通过打破公司和企业的壁垒，继续打造移动体
验，让员工安全舒适地完成工作。我们知道，我们的解决方案不仅在目前来
说是最先进的，而且在未来 10 年内将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扩展和增长，因
此我们打造了 ICT（此环境的主干）。

我非常感谢思科最近与我们一起制定了包括验证工作在内的先进而复杂的
要求。 

除了集成网络基础设施之外，我们还计划进一步集成中间件和应用层，并在
未来实现运营管理自动化。 

我们希望思科继续与我们合作，携手努力发展我们一起创造的环境。” 

SEGA SAMMY HOLDINGS inc.
https://www.segasammy.co.jp

地址  Sumitomo Real Estate Osaki Garden Tower, 1-1-1 

 Nishishinagawa, Shinagawa-ku, Tokyo 

成立日期  2004 年 10 月 1 日

股本  299 亿日圆（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员工人数  独立公司：149 人/附属公司：7,726 人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Sega Sammy Group 以 Sammy 的游戏机业务和 Sega Group 的数字游戏业务为核心，致力于开发
娱乐设备和管理设施。集团目前正在全力拓展业务，制作视频和开发玩具的娱乐内容业务，在广
泛区域内开发和运营酒店的度假业务，不一而足。作为一家专注于提供新型游戏的综合性娱乐公
司，我们创造了团队协同效应，并且提供只有 Sega Sammy 才能提供的优质娱乐体验。
Sega Sammy Group 的业务不仅遍布日本，我们还在欧洲、美国和亚洲设立了办事处，娱乐业务遍
布全球。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全球第一大娱乐公司

案例研究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 2019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Cisco 和 Cisco 徽标是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在美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商标或注册商
标。若要查看思科商标的列表，请访问此 URL：www.cisco.com/go/trademarks 。文中提及的第三方商标为其相应所有者的财产。 
“合作伙伴” 一词的使用并不意味着思科和任何其他公司之间存在合作伙伴关系。(1110R) 

19/05

https://www.segasammy.co.jp
http://www.cisco.com/go/trademar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