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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I 打造新一代网络， 
以支持 Mitsu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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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tsui Knowledge Industry Co., Ltd. (MKI) 承接了 Mitsui & Co., Ltd. (Mitsui) 的网络建设项
目，并于 2020 年 2 月完成了新总部大楼的建设。MKI 采用 Cisco® DNA 解决方案作为网络基
础设施，为约 8000 人的业务运营提供支持。 

MKI 是 Mitsui 企业部门的衍生公司，现在为各种公司提供 IT 服务。MKI 的目标是成为这样一家公司，即通过了解
市场和客户的需求并利用技术能力，继续为客户创造价值并带来新业务。 

 

执行摘要 

客户名称：MITSUI KNOWLEDGE INDUSTRY CO., LTD. 

所属行业：技术服务 

所在地：东京港区 

员工人数：1,963（截至 2019 年 3 月整合数字）  

挑战 ● MKI 启动了新网络的建设，以支持名为 “Work-X 项目” 的工作方式改革，旨在最大限度
地发挥每位员工的能力并创造新的价值。 

● 该项目提出了高级网络要求，例如快速集成各种全数字化服务（包括云服务），以及未
来可容纳更多设备的可扩展性。 

● 在经过组织改革和人员调动后，公司因重新配置网络而不堪重负。 

● 他们经常遇到来自各站点的网络访问延迟的情况，限制了视频会议的使用。 

解决方案 ● 通过采用 Cisco DNA 翻新整个网络。 

● 总部采用思科 SD-Access；Cisco Meraki 安装在其他站点；思科 SD-WAN 则用于站
点之间的 WAN 连接。 

结果 ● 他们采用思科的最新技术，提高了员工工作方式的灵活性。 

● 通过控制每个应用的流量，将延迟降至最低。 

对未来的期望 ● 通过逻辑分段增强安全性 

● 通过集中管理降低运营负担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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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网络是 ‘Work-X 项目’ 的重要基础，旨在通过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打造 ‘一群能力强大的个人’ 。” 

-Yasuhiro Nishiyori，Mitsui Knowledge Industry Co., Ltd. 大客户业务单位大客户销售 第 2 分部第 2 销售部主管 

 

挑战 

为 Mitsui 新总部大楼的完工改善 IT 环境 

MKI 创新精神在 Mitsui 的新总部大楼的建设项目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Mitsui  于 2019 财年完成新总部大楼的建设后，推出了 “2023 年中期管理计划” 。Mitsui 制定了计划，计划的主题
是 “变革和增长” ，副主题是 “致力于实施新阶段” ，通过彻底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实现了新的飞跃。 

他们的 IT 环境还需要经历重大转型，以便为这一新的尝试提供支持。随着新总部大楼的落成，Mitsui 的网络采用
了全新的架构和技术。 

 

建立网络，为 “一群能力强大的个人” 提供支持 

MKI 负责建设新网络的项目。 

Mitsui 需要提醒其员工的是，公司一直是由一群能力强大的个人经营的。公司致力于通过与公司内外的合作伙伴
开展 “多元化的个人会议” 或进行 “自发协作” 来实现创新、应对新挑战并创造价值。为此，公司将推广 “Work-X 
项目” ，目标是为他们的任何场所（包括新总部大楼）采用下一代工作方式，即使员工不在经营场所和办公室工作
时也是如此。 

“在这个项目中，我们制定了充分利用全数字化服务的策略，以便我们能够在日常工作中采用新的工作方式。新的
网络需要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可扩展性和安全性，才能满足所有类型的服务要求。例如，新的网络需要容纳比当前
员工数量多一百倍的设备，更不用说云服务的可访问性了。若采用传统的网络配置和运营，几乎不可能满足这些要
求。我们需要在全新的水平基础上构建最先进的网络。” MKI 的 Yasuhiro Nishiyori 表示。他负责计划、构建和管
理 Mitsui 的信息系统。 

改善后的互联网可访问性带来了明显的成果，例如增强了通信性能 

 



 

© 2020 思科和/或其附属公司。版权所有。 第 5 页，共 8 页 

解决方案 

MKI 与思科有着相同的愿景并采用了 Cisco DNA 

MKI 提议将 Cisco DNA（全数字化网络架构）用于这个新网络。 

Cisco DNA 是用于实现基于意图的网络的架构和平台。网络从核心到边缘实现虚拟化后，我们可以通过控制面板
中的简单操作来控制网络，控制用户和设备的动态策略，从而允许我们使用机器学习分析和可视化网络，利用此类
信息改善运营和安全，从而提高网络的安全性和灵活性。此外，思科目前正在努力打造与 Cisco DNA 兼容的各种
产品。这种兼容性将在此架构上为连接总部与各站点的有线和无线 LAN 及 WAN 域中的网络提供集成管理。 

“根据 Cisco DNA 策略，2017 年，我们开始在 Mitsui & Co. (U.S.A.) Inc. 的硅谷办公室对思科 SD-WAN 进行概
念验证 (PoC)。将各种解决方案集成到单一架构的做法极具挑战性，但我们对于思科愿意追求这些目标的立场表示
强烈赞同。我们感觉思科热切地希望通过明确的形式为用户带来益处，并希望共同开创先例。” MKI 的 Hiroshi 
Kato 如是说。 

 

使用思科解决方案翻新整个网络 

MKI 在以下三个方面使用思科解决方案构建了一个新网络：Mitsui 的新总部大楼的 LAN，各办公地点（包括海外
办事处）的 LAN，以及连接各办公地点的 WAN。 

具体而言，新总部大楼采用思科 SD-Access（软件定义接入），这是 Cisco DNA 实现网络自动化的核心解决方
案。SD-Access 的端到端逻辑分段功能使用户能够创建用于不同用途的多个虚拟网络，而无需在网络设备上执行
设置任务。使用此解决方案，他们通过软件就能动态控制用户、终端和应用流量。这将有利于企业网络，因为从此
无需再管理 IP 地址和 VLAN，可为有线和无线网络实现基于策略的自动调配，提供根据策略实施的安全访问控
制，并减少网络管理耗费的工时，例如使用命令行进行配置。 

当 MKI 在 Mitsui 总部部署 SD-Access 时，MKI 选择 Cisco Meraki 作为海外办公地点的 LAN，以平衡可操作性
与成本之间的关系。MKI 构建了通过云管理实现高效管理的环境。 

在分支机构内部，MKI 还通过采用久经验证、成效卓著的思科无线解决方案构建了最佳的无线局域网环境，支持
从移动设备访问网络并实现视频会议的稳定通信。 

对于连接每个分支机构的 WAN ，MKI 安装了 SD-WAN。对于他们之前使用的 WAN ，由于许多分支机构连接到
网络以及特定国家或地区的通信质量问题，网络延迟问题显著。如今，MKI 通过利用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 和
互联网线路来履行满足其业务需求的 SLA，同时通过 WAN 上构建的重叠网络高效地管理性能与安全性。 

MKI 目前在 Cisco DNA Center 上运行 SD-Access，并通过云中相应的 Meraki 控制面板和 vManage 工具管理 
Meraki 系列以及 SD-WAN。在实现思科项目愿景后，MKI 会将这些产品全部集成到 Cisco DNA Center 下进行
管理。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全球 65 个国家/地区的 132 个地区分支机构已加入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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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和未来 

提高工作方式的灵活性，增强安全性 

由 MKI 构建的新网络已成为 Mitsui 实施 Work-X 项目所需的关键基础设施。此基础设施可随时应对未来的变化，
例如设备数量增加或需要采用各种全数字化服务为新的工作方式提供支持，同时确保安全级别。Nishiyori 强调： 
“基础设施得到高度评价，因为它可以提高工作方式的灵活性” 。可管理性和安全性也有所提升。例如，此基础设
施通过更加精确、灵活的方式，实现了网络流量和带宽控制的可视化。除了每个分支机构的流量之外，还可以监控
每个应用或用户的流量。可以为每个应用配置单独的策略。还可以根据预定义策略执行自动分段和访问控制。值得
注意的是，可以使用控制面板通过简单的步骤执行这些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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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特定的流量控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图像和音频延迟情况 

Mitsui 还在迁移到云环境的策略下实施了 Microsoft 365。它们使用云类型的 Web 代理服务，将 SaaS 流量与内
部流量分开。此外，通过 “互联网分支” 改善了云的可访问性，在互联网分支中，每个用户都可以与云通信，而无
需通过公司的数据中心通信。分支机构的用户注意到，进行此尝试后，通信速度有所提高，他们很感谢 MKI 为此
做出的努力。Kato 表示：“通过使用为每个应用自动选择的最佳物理线路，同时利用互联网分支，将通信延迟降至
最低。” 例如，由于之前系统的图像和音频延迟，因此无法在分支机构之间顺畅地进行视频会议，但启用新系统
后，这个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过去召开纯音频远程会议的海外分支机构，现在也可以召开视频会议了。 

 

向客户提供有关大规模部署 Cisco DNA 的知识 

Mitsui 的新总部大楼已安装超过 600 台交换机。目前，SD-Access 配置了约 50 个虚拟网络。除了用户设备和 
OA 设备外，还连接了各种设备，包括门禁系统、数字标牌、监控摄像头等物联网设备。 

 

结论 

在日本乃至全球范围内，这种规模的 Cisco DNA 部署并不常见。在 Mitsui 部署 Cisco DNA 的经验是 MKI 业务
的一项重大成就。“思科将与我们共同努力，以软件定义的方式构建整个网络。从最初公布的消息来看，我们认为
思科非常重视 Cisco DNA。他们传递出的转变用户体验的信息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思科将从根本上改变网
络的工作方式。” MKI 的 Koichi Takeishi 如是说。 

事实上，为了反映对 Cisco DNA 价值的高度评价，MKI 正致力于通过从名为 “MKI IDEA Lab” 的验证实验室接收 
Mitsui 项目部署团队的反馈，来使 Cisco DNA 可供其客户使用。 

“2018 年，我们首次在内部实验室部署了 Cisco DNA。从那以后，我们一直致力于验证功能和应用方法，同时为 
Mitsui 的部署项目提供支持。我们会将学到的知识记录在案，并开展内部培训。我们已经启动了新的项目，以便
向客户介绍 Cisco DNA。” MKI 的 Takeo Kimzu 如是说。 

MKI 希望通过分享他们使用 Cisco DNA 构建基于意图的大规模网络的经验，帮助其他客户。MKI 的计划为处于网
络转型中的许多企业提供了一个他们可以考虑的主要途径。 

 

产品和解决方案 

Cisco DNA 和 SD-Access 

● Cisco DNA Center 

● Cisco Catalyst 9000 系列交换机 

● Cisco Aironet 系列 Wi-Fi 无线接入点 

● Cisco Firepower 系列下一代防火墙 

● 思科身份服务引擎 (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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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 SD-WAN 

● Cisco vEdge 路由器 

● Cisco vEdge Cloud 
 

Cisco Meraki 

● Cisco Meraki MS 系列 

● Cisco Meraki MR 系列 
 

了解更多 

要了解有关思科基于意图的网络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Cisco DNA、思科 SD-WAN 和 Cisco Meraki。 

 

 

 

MKI 提供广泛的 IT 服务，包括基础设施构建、系统开发、IT 管理服务、咨询
等。MKI 是一家能够为客户公司创造价值的公司，通过利用其知识和全面的 
ICT 技能为许多公司的业务提供支持，并在 Mitsui 新总部大楼的建设项目中
发挥了核心作用。 

网址：https://www.mki.co.jp/  

 

 

 

https://www.cisco.com/c/zh_cn/solutions/enterprise-network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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