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决方案：电子邮件链接隔离
集成远程浏览器隔离 (RBI) 
云电子邮件安全 (CES) 的功能
一丝不苟，加强网络钓鱼
防范。Cloudflare Area 1
客户可以开启
Cloudflare 浏览器隔离
以让这些
多渠道攻击失去意义。

从而预防凭据收集或保密数据失窃等网络钓鱼影响管理员可以在隔离的网页
上控制用户交互（例如限制键盘输入和文件上传）。

此外，在隔离的浏览器中打开电子邮件链接，就会在远离本地设备的云端运
行所有代码，让恶意软件失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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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浏览器隔离保护和控制措施，降低网络钓鱼风险

挑战：复杂的多渠道网络钓鱼
多渠道网络钓鱼涵盖电子邮件和 Web 交付，能够狡猾地躲避过滤规则。常见
的这些类型包括：

● 延迟网络钓鱼：电子邮件中起初无害的链接，后续在交付之后通过恶
意目的地武器化。

● 云服务网络钓鱼：危险的 HTTPS 链接与常见的云服务（例如 Google 
Drive、Box）非常相似

要阻止这种威胁，必须配备现代电子邮件保护，在所有链接中严格执行 Zero 
Trust 的“从不信任、始终验证”原则。

只需点击几次，即可为任何网站开启电子邮件隔离。

IT 和安全团队不用麻烦地配置过滤策略，这些策略可能存在
“过度拦截”（从而阻碍用户生产力）和“拦截不足”（从而
让威胁漏网）的风险。

电子邮件隔离不仅防止在本地执行网络钓鱼链接中的有害代码，
还会应用数据保护控制措施，防止敏感信息落入歹人之手。

集成 CES 和 RBI 的商业效益
加强网络钓鱼防范 释放 IT 和安全性生产力

分析师感言：

“在外部解析的基于电子邮件的 URL 常常
用于对员工进行网络钓鱼。隔离这些 URL，
就可减少网络钓鱼攻击得逞的机会。”

“大部分攻击是通过公共互联网实施的，
用户进行 Web 浏览或点击电子邮件链接时，
容易受欺骗而访问恶意站点。直接从最
终用户的桌面去除（或者，更强烈的方
式是隔离）浏览器，就可显著改善企业
安全态势，包括防范勒索软件攻击。” 

“针对特定高风险用户（例如财务团队）
或用例（例如呈现基于电子邮件的 URL）
评估和试点浏览器隔离解决方案，尤其是
在您的组织厌恶风险的情况下。”1

阅读更多

电子邮件链接隔离
隔离电子邮件链接，减少攻击面并简化操作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email-security/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browser-isolation/
http://www.cloudflare.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lp/gartner-hype-cycle-for-network-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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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用例：阻止延迟网络钓鱼

攻击者设置合法的
域和网页

攻击者从合法帐户
发送电子邮件

电子邮件中包含跳转到
无害网页的链接

电子邮件到达
收件箱之后

将链接改到
恶意网页

用户点击恶意
电子邮件链接

在点击时分析
的电子邮件

可疑链接的
醒目页面警告

通过电子邮件
隔离保护的最终用户

先前数周 周日 周一

Cloudflare 在点击时分析每个
链接

安全链接：用户将被透明地重
定向到此站点。

恶意链接：用户被阻止进行
浏览。

可疑链接：系统强烈建议用户
放弃浏览，并弹出一个醒目的
警告页面，鼓励他们在一个隔
离的浏览器中查看链接。

延迟网络钓鱼活动的时间表

解决方案：交付后隔离可疑链接

电子邮件链接隔离提供了交付后的关键保护层。Cloudflare 会
分析用户在电子邮件中点击的任何链接。如果链接被视为可疑
或有风险，Cloudflare 会显示醒目的警告页面（如下所示），
如果用户浏览进去，则隔离该网页。

管理员阻止恶意代码在本地设备上执行，并可应用数据保护控制
措施，例如限制文件上传和下载、防止用户键盘输入或以只读模
式打开页面。

问题：延迟网络钓鱼逃避检测

利用合适的手段和动机，延迟网络钓鱼活动能够绕过传统的保护
措施。

活动设置：攻击者可能首先使用合适的电子邮件身份验证（SPF、
DKIM、DMAR）和无害的网页，从新创建的域发送看起来真实的
电子邮件。

成功交付到收件箱：这些电子邮件可能通过安全电子邮件网关、
基于身份验证的过滤器或依赖基于信誉的信号和其他确定性技术
的其他服务来逃避检测。

改到恶意链接：成功交付电子邮件后，攻击者可能更改受攻击者
控制的网页，将链接改到恶意目的地。例如，常见情况是改到用
于收集凭据的假登录页面。



云电子邮件安全（CES）
■ 将网络钓鱼事件响应时间缩短 90%。

■ 提前确定攻击者的基础设施和交付机制，从而在攻击周期
的最早阶段阻止网络钓鱼。

■ 通过分析通信的内容、上下文和社交图谱，消除对电子邮
件的隐式信任。

■ 利用与 Microsoft、Google 和其他环境的集成，增强内置
安全性

远程浏览器隔离（RBI）
■ 在“只读模式”下打开有风险的站点以阻止凭据泄露，

方法是控制用户交互（例如，键盘输入、复制和粘贴、
上传/下载）。

■ 在 Cloudflare 的网络上运行所有浏览器代码，将本地设
备与恶意代码隔离。

■ 交付无摩擦的快速最终用户体验。我们不采用典型的像
素流传输，而是从远程浏览器绘制页面的确切副本，对
于全球 95% 的互联网用户来说，延迟不到 50 毫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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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云电子邮件安全与 Cloudflare Zero Trust 集成

立即预约网络钓鱼风险评估 联系我们

VPN 替代
简化和保护任何用户到任何资源的
连接

互联网保护
保护数据免受来自任何端口和协议
的威胁

简化 SaaS 安全
包括电子邮件在内的应用程序可见
性和控制

安全现代化
提高生产力，简化运营，减少攻击面

使用 Zero Trust 实现现代安全性
Cloudflare Zero Trust 平台在远程和办公室用户连接到企业应
用程序和公共互联网时提高可见性、消除复杂性并降低风险。

2022 年 4 月 1 日，Cloudflare 完成了对 Area 1 Security 的收购，
我们的愿景是增强我们的 Zero Trust 平台保护用户在电子邮件、
Web 和网络缓解中免受网络钓鱼攻击的能力。在此处阅读更多
信息。

电子邮件安全：Zero Trust 的核心组成
部分
Cloudflare Area 1 Email Security 消除了对电子邮件的隐式信任，
以先发制人的方式阻止网络钓鱼和商业电子邮件攻击 (BEC)，
从而增强了 Zero Trust。

从不信任任何发件人，哪怕是内部人员。而是确保包括电子邮件
在内的所有用户流量均得到验证、过滤、检查，免受来自互联网
的威胁。电子邮件安全将被整合到 Cloudflare 的 Zero Trust 服
务中，与 RBI、CASB 等成为一个强大的组合。

任何用户

互联网应用程序

SaaS 应用程序

自托管应用

所有边缘服务器位于同一网络中，
具备同一控制平面

安全访问 互联网
网关

SaaS 
应用安全

电子邮件
安全

浏览器
隔离

数据丢失
防护 *

*加入我们的 DLP 等候名单

http://www.cloudflare.com
https://www.cloudflare.com/lp/emailsecurity/
https://www.cloudflare.com/products/zero-trust/
https://blog.cloudflare.com/zh-cn/why-we-are-acquiring-area-1-zh-cn/
https://www.cloudflare.com/teams/lp/dl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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