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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为了更好地服务客户，KB Securities 需要接受数字化创新，这意味着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员工的工作环境 

● 为了快速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他们需要实现网络自动化和灵活性 

● 越来越多的视频使用要求他们采用强大、高质量的新型会议解决方案 

● KB Securities 需要提供对业务关键型财务应用的可靠、安全的访问 

成就 

● Cisco DNA 网络自动化可实现网络灵活性，从而提高运营效率并降低管理成本 

● 思科 SD-Access 和 Cisco Stealthwatch 支持安全风险的预防和早期检测，并允许主动响应 

● 思科协作解决方案无需实际接触就能进行面对面通信。增强的协作与通信功能可提高性能和客户满意度 

KB Securities 采用的思科® 解决方案 

● 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 Cisco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 

● 思科软件定义接入 (SD-Access) 

●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 Cisco Stealthwatch® 

● 思科会议服务器（CMS - 多方会议基础设施） 

● Cisco Webex® 设备（RoomKit Plus、Room 55、DX 80） 

● 思科统一通信管理器 (Cisco UCM) 和 Expressway 

● Cisco Webex Meetings 和 Webex Teams™ 

● Cisco DNA 软件高级许可证，7 年订用 

全数字化工作场所创造的价值超越了物理空间的简单集成  

作为 KB Financial Group（韩国最大的金融企业）的子公司，KB Securities 负责集团内金融投资业务的运营。KB 
Securities 的目标是通过利用其丰富的专业知识提供投资服务，与任何地点的客户建立信任。该公司还希望在瞬息万变
的金融和全数字化环境中，通过大胆创新不断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 

2018 年，KB Securities 将分散在三栋不同大楼中的 1,500 名员工汇聚到首尔汝矣岛金融区的 K-Tower 大厦，以改
善员工协作并增强客户服务。在金融工具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时代，KB Securities 希望帮助员工专注于客户服务，
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到处参加会议上面。因此，KB Securities 升级了其全数字化工作场所的 IT 基础设施，以支持移动
办公与协作，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作环境。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atalyst-9000.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catalyst-9000.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security/identity-services-engin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conferencing/meeting-server/index.html
https://www.webex.com/
https://www.cisco.com/c/en/us/products/unified-communications/unified-communications-manager-callmanager/index.html
https://www.webex.com/video-conferencing
https://www.webex.com/team-collaboration.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oftware/dna-software/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oftware/dna-softwar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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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SD-Access 为全数字化工作场所奠定了基础  

当迁移到集成工作空间时，KB Securities 使用基于思科全数字化网络架构 (Cisco DNA) 和思科 SD-Access 的新基础
设施取代了传统网络，以便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业务环境。其单一网络交换矩阵通过集成有线和无线网络、协作以及
支持灵活的工作环境所需的移动性，实现响应管理。此外，该公司现在能够实现策略管理的一致性，并为其网络用户、
设备和业务应用提供可靠的服务。 

自动化和安全功能可降低支出与风险 

思科 SD-Access 提供的自动化功能有助于提升拓展业务所需的有线和无线网络之间的移动性与灵活性。与此同时，安
全性和移动性都得到显著增强。借助思科 SD-Access，当员工调动到其他团队或部门时，无需手动执行网络更改。此
外，基于用户和用户组的稳健访问策略通过保护业务网络免受未经授权的访问或非法访问，创造出可靠、智能的工作环
境，并提高了安全性。 

通过采用 Cisco Stealthwatch（思科网络安全和可视性解决方案），KB Securities 可以根据网络设备生成的各种 
NetFlow 信息监控整个网络中的任何异常流量或异常信号，并提前识别风险。Cisco Stealthwatch 可用于检测和补救
隐藏的安全风险，即使在加密流量中也是如此。 

“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全数字化环境，IT 部门现在必须更加有效地提供业务支持。为了实现员工

和高管之间的无边界协作，保障移动工作环境的安全并提供灵活、完美的安全功能至关重要。

我们努力适应瞬息万变的全数字化商业环境，并打造可确保无缝协作的工作环境。 

作为一家以客户信任为基础的金融公司，安全性和可靠性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我们非常信任思

科，因为它可以推动新技术的进步，创建更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 

- Sungwoo Hong，KB Securities 首席信息官 
 

远程协作可提升通信和客户服务能力 

KB Securities 成功地将其在运营和维护传统网络基础设施时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转移到 IT 创新上面。之所以做出这样
的努力，是因为公司决定为那些因需要频繁改变物理环境而难以有效地沟通和协作的员工引入思科协作解决方案。现
在，得益于该解决方案的特定功能，包括适用于大中型会议室的 RoomKit Plus、适用于中小型会议室的 Room 55 
以及针对各工作空间进行了优化的 DX 80，促进了高管、一线员工和海外分支机构员工之间的面对面沟通。因此，
员工和高管现在可以在六个区域总部、120 多个分支机构以及总部之间进行更有效的协作和沟通。绩效和客户服务能
力均有所提升。KB Securities 目前正在设法利用思科协作解决方案，为其客户提供实时咨询服务。一直以来，KB 
Securities 都希望能灵活地推动全数字化工作场所的创建，因为灵活性对于实现其客户服务工作实践的创新至关重
要。因此，KB Securities 不满足于目前取得的小小成就，而是希望帮助其员工和客户从基于智能网络基础设施的创
新中获得更大的收益。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software-defined-acces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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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sco DNA 软件订用实现持续创新 

意识到持续使用最新的网络和安全创新功能给持续的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价值后，KB Securities 选择了顶级 Cisco 
DNA Premier 许可证订用，包括 Cisco DNA 自动化、分析和 SD-Access，以及 ISE 和 Stealthwatch 等安全应用。
通过 Cisco DNA 许可模式，KB Securities 可以不间断地使用新功能，实现了跨部署模型的可移植性和财务可预测性。 

 

结论 

通过采用现代化的创新和智能解决方案，KB Securities 为正在进行的全数字化转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样不仅能提
高员工的协作能力和工作效率，更好地保障客户安全，而且 IT 部门将配备更好的设备来应对增长。 

详细了解思科解决方案 

Cisco DNA 

Cisco Stealthwatch 

Cisco Webex 

请联系您的思科代表，详细了解思科网络、安全和协作解决方案可以为您的企业带来哪些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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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dex.html
https://www.cisco.com/c/zh_cn/products/security/stealthwatch/index.html
https://www.webex.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