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链滴

思源笔记教育优惠订阅邮箱支持列表

　　作者：siyuan

原文链接：https://ld246.com/article/1618844886264

来源网站：链滴

许可协议：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 (CC BY-SA 4.0)

https://ld246.com
https://ld246.com/member/siyuan
https://ld246.com/article/1618844886264
https://ld246.com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p><a href="https://ld246.com/settings/account">设置 - 账号</a>中绑定以下列表中的邮箱
再订阅可享受 ￥96/年的教育优惠价格。如果你所在学校的邮箱后缀不在该列表中，请使用<em><st
ong>学校邮箱</strong></em>发邮件到 <a href="https://ld246.com/forward?goto=mailto%
A845765%40qq.com"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ugc">845765@qq.com</a> 申请支持（
注明学校全称以及学校官网），审核时间一般是三天以内，审核通过或者不通过我们都会回复邮件的
请耐心等候一下，谢谢。</p>
<ul>
<li><code>ahmu.edu.cn</code> 安徽医科大学</li>
<li><code>cuhk.edu.cn</cod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li>
<li><code>unimelb.edu.au</code> 墨尔本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li>
<li><code>utc.fr</code> 贡比涅工程技术大学（Université de technlogie de Compiègne）</li

<li><code>csn.edu</code> 南内达华学院（College of Southern Nevada）</li>
<li><code>ctbu.edu.cn</code> 重庆工商大学</li>
<li><code>huat.edu.cn</code> 湖北汽车工业学院</li>
<li><code>nenu.edu.cn</code> 东北师范大学</li>
<li><code>wbu.edu.cn</code> 武汉商学院</li>
<li><code>au.dk</code> 奥尔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et）</li>
<li><code>whsu.edu.cn</code> 武汉体育学院</li>
<li><code>muc.edu.cn</code> 中央民族大学</li>
<li><code>zafu.edu.cn</code> 浙江农林大学</li>
<li><code>ncwu.edu.cn</code>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li>
<li><code>sia.cn</code> <code>sia.cas.cn</code> 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li>
<li><code>ppsuc.edu.cn</code>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li>
<li><code>immu.edu.cn</code> 内蒙古医科大学</li>
<li><code>sdut.edu.cn</code> 山东理工大学</li>
<li><code>hainanu.edu.cn</code> 海南大学</li>
<li><code>usts.edu.cn</code> 苏州科技大学</li>
<li><code>jhun.edu.cn</code> 江汉大学</li>
<li><code>taru.edu.cn</code> 塔里木大学</li>
<li><code>snnu.edu.cn</code> 陕西师范大学</li>
<li><code>btbu.edu.cn</code> 北京工商大学</li>
<li><code>ucl.ac.uk</code>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li>
<li><code>hbut.edu.cn</code> 湖北工业大学</li>
<li><code>exeter.ac.uk</code>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The University of Exeter）</li>
<li><code>huhst.edu.cn</code>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li>
<li><code>gues.edu.cn</code>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li>
<li><code>edu.spbstu.ru</code> 圣彼得堡国立技术大学（St. Petersburg State Polytechnic Un
versity）</li>
<li><code>siat.ac.cn</code>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li>
<li><code>nbt.edu.cn</code>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li>
<li><code>bryant.edu</code> 布莱恩特大学（Bryant University）</li>
<li><code>xauat.edu.cn</code>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li>
<li><code>hnist.edu.cn</code> 湖南理工学院</li>
<li><code>ust.hk</code> 香港科技大学</li>
<li><code>polimi.it</code> 米兰理工大学（Politecnico di Milano）</li>
<li><code>jnu.ac.kr</code> 韩国国立全南大学（




, 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
i>
<li><code>sdutcm.edu.cn</code> 山东中医药大学</li>
<li><code>hrbiit.edu.cn</code>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li>
<li><code>wku.edu.cn</code> 温州肯恩大学（Wenzhou-Kean University）</li>
<li><code>kean.edu</code> 肯恩大学（Kean University）</li>
<li><code>yzu.edu.cn</code> 扬州大学</li>
<li><code>fjmu.edu.cn</code> 福建医科大学</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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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e>cdutcm.edu.cn</code> 成都中医药大学</li>
<li><code>njtech.edu.cn</code> 南京工业大学</li>
<li><code>sspu.edu.cn</code>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li>
<li><code>sim.ac.cn</code> 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li>
<li><code>zzu.edu.cn</code> 郑州大学</li>
<li><code>sau.edu.cn</code>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li>
<li><code>mtc.edu.cn</code> 绵阳师范学院</li>
<li><code>ahtcm.edu.cn</code> 安徽中医药大学</li>
<li><code>ihep.ac.cn</code>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li>
<li><code>uwa.edu.au</code> 西澳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li>
<li><code>qmu.edu.cn</code> 齐齐哈尔医学院</li>
<li><code>wit.edu.cn</code> 武汉工程大学</li>
<li><code>hrbmu.edu.cn</code> 哈尔滨医科大学</li>
<li><code>szhct.edu.cn</code> 苏州卫生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zzuli.edu.cn</code> 郑州轻工业大学</li>
<li><code>chzu.edu.cn</code> 滁州学院</li>
<li><code>dgut.edu.cn</code> 东莞理工学院</li>
<li><code>glut.edu.cn</code> 桂林理工大学</li>
<li><code>gla.ac.uk</code> 格拉斯哥大学（The University of Glasgow）</li>
<li><code>bjut.edu.cn</code> 北京工业大学</li>
<li><code>sztu.edu.cn</code> 深圳技术大学</li>
<li><code>ahnu.edu.cn</code> 安徽师范大学</li>
<li><code>czie.edu.cn</code>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gsm.pku.edu.cn</code>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li>
<li><code>neau.edu.cn</code> 东北农业大学</li>
<li><code>bwu.edu.cn</code> 北京物资学院</li>
<li><code>sdbi.edu.cn</code> 山东商务职业学院</li>
<li><code>hunnu.edu.cn</code> 湖南师范大学</li>
<li><code>ouchn.edu.cn</code> 国家开放大学</li>
<li><code>eurasia.edu</code> 西安欧亚学院</li>
<li><code>sicnu.edu.cn</code> 四川师范大学</li>
<li><code>hnie.edu.cn</code> 湖南工程学院</li>
<li><code>hku.hk</code> 香港大学</li>
<li><code>osu.edu</code> 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li>
<li><code>sust.edu.cn</code> 陕西科技大学</li>
<li><code>tjcu.edu.cn</code> 天津商业大学</li>
<li><code>yrcti.edu.cn</code>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buct.edu.cn</code> 北京化工大学</li>
<li><code>bitzh.edu.cn</code>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li>
<li><code>ujs.edu.cn</code> 江苏大学</li>
<li><code>ime.ac.cn</code> 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li>
<li><code>dgcu.edu.cn</code> 东莞城市学院</li>
<li><code>sju.edu.cn</code> 三江学院</li>
<li><code>csuft.edu.cn</code>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li>
<li><code>lyu.edu.cn</code> 临沂大学</li>
<li><code>hebut.edu.cn</code> 河北工业大学</li>
<li><code>zcst.edu.cn</code> 珠海科技学院</li>
<li><code>hufe.edu.cn</code>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li>
<li><code>hbu.edu.cn</code> 河北大学</li>
<li><code>nuit.edu.cn</code> 广东东软学院</li>
<li><code>cupl.edu.cn</code> 中国政法大学</li>
<li><code>nau.edu.cn</code> 南京审计大学</li>
<li><code>cueb.edu.cn</code>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li>
<li><code>wxu.edu.cn</code> 无锡太湖学院</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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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e>gzucm.edu.cn</code> 广州中医药大学</li>
<li><code>iscas.ac.cn</code> 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li>
<li><code>bjfu.edu.cn</code> 北京林业大学</li>
<li><code>aust.edu.cn</code> 安徽理工大学</li>
<li><code>njit.edu.cn</code> 南京工程学院</li>
<li><code>cmu.edu.cn</code> 中国医科大学</li>
<li><code>cpu.edu.cn</code> 中国药科大学</li>
<li><code>ict.ac.cn</code>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li>
<li><code>nwnu.edu.cn</code> 西北师范大学</li>
<li><code>just.edu.cn</code> 江苏科技大学</li>
<li><code>dalianroyalschool.com</code> 大连王府高级中学</li>
<li><code>nbu.edu.cn</code> 宁波大学</li>
<li><code>ahau.edu.cn</code> 安徽农业大学</li>
<li><code>ucass.edu.cn</code>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li>
<li><code>whxy.edu.cn</code> 武汉学院</li>
<li><code>fjnu.edu.cn</code> 福建师范大学</li>
<li><code>hbeu.edu.cn</code> 湖北工程学院</li>
<li><code>xit.edu.cn</code> 厦门工学院</li>
<li><code>gdust.edu.cn</code> 广东科技学院</li>
<li><code>bayes.city.ac.uk</code> 贝叶斯商学院（Bayes Business School）</li>
<li><code>zzut.edu.cn</code>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li>
<li><code>nuist.edu.cn</code>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li>
<li><code>imeic.edu.cn</code> 内蒙古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fynu.edu.cn</code> 阜阳师范大学</li>
<li><code>nthu.edu.tw</code> 國立清華大學（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li>
<li><code>ntu.edu.sg</code>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li

<li><code>scfai.edu.cn</code> 四川美术学院</li>
<li><code>um.edu.mo</code> 澳门大学</li>
<li><code>njau.edu.cn</code> 南京农业大学</li>
<li><code>cqnu.edu.cn</code> 重庆师范大学</li>
<li><code>fjirsm.ac.cn</code>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li>
<li><code>soton.ac.uk</code> 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li>
<li><code>swupl.edu.cn</code> 西南政法大学</li>
<li><code>ctgu.edu.cn</code> 三峡大学</li>
<li><code>sues.edu.cn</code>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li>
<li><code>hlju.edu.cn</code> 黑龙江大学</li>
<li><code>axhu.edu.cn</code> 安徽新华学院</li>
<li><code>qibebt.ac.cn</code> 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li>
<li><code>qau.edu.cn</code> 青岛农业大学</li>
<li><code>u-paris.fr</code> 巴黎大学（Université Paris Cité）</li>
<li><code>cslg.edu.cn</code> 常熟理工学院</li>
<li><code>smu.edu.cn</code> 南方医科大学</li>
<li><code>cqmu.edu.cn</code> 重庆医科大学</li>
<li><code>xju.edu.cn</code> 新疆大学</li>
<li><code>xdsisu.edu.cn</code>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li>
<li><code>hkmu.edu.hk</code> 香港都会大学</li>
<li><code>syau.edu.cn</code> 沈阳农业大学</li>
<li><code>xacom.edu.cn</code> 西安音乐学院</li>
<li><code>bucm.edu.cn</code> 北京中医药大学</li>
<li><code>zufe.edu.cn</code> 浙江财经大学</li>
<li><code>lixin.edu.cn</code>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li>
<li><code>njmu.edu.cn</code> 南京医科大学</li>
<li><code>jxust.edu.cn</code> 江西理工大学</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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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e>szpt.edu.cn</code>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cdmc.edu.cn</code> 承德医学院</li>
<li><code>cidp.edu.cn</code> 防灾科技学院</li>
<li><code>gwng.edu.cn</code>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li>
<li><code>shnu.edu.cn</code> 上海师范大学</li>
<li><code>csust.edu.cn</code> 长沙理工大学</li>
<li><code>ysu.edu.cn</code> 燕山大学</li>
<li><code>ecust.edu.cn</code> 华东理工大学</li>
<li><code>sit.edu.cn</code>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li>
<li><code>xhu.edu.cn</code> 西华大学</li>
<li><code>tyust.edu.cn</code> 太原科技大学</li>
<li><code>tjcm.edu.cn</code> 天津音乐学院</li>
<li><code>swu.edu.cn</code> 西南大学</li>
<li><code>xaau.edu.cn</code> 西安航空学院</li>
<li><code>dlpu.edu.cn</code> 大连工业大学</li>
<li><code>ynnu.edu.cn</code> 云南师范大学</li>
<li><code>ustl.edu.cn</code> 辽宁科技大学</li>
<li><code>shanghaitech.edu.cn</code> 上海科技大学</li>
<li><code>lzu.edu.cn</code> 兰州大学</li>
<li><code>baiyunu.edu.cn</code> 广东白云学院</li>
<li><code>masu.edu.cn</code> 马鞍山学院</li>
<li><code>ahjzu.edu.cn</code> 安徽建筑大学</li>
<li><code>uic.edu.cn</code> 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li>
<li><code>dlmu.edu.cn</code> 大连海事大学</li>
<li><code>ahu.edu.cn</code> 安徽大学</li>
<li><code>upc.edu.cn</code> 中国石油大学</li>
<li><code>fzu.edu.cn</code> 福州大学</li>
<li><code>hntou.edu.cn</code>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li>
<li><code>huas.edu.cn</code> 湖南文理学院</li>
<li><code>cqut.edu.cn</code> 重庆理工大学</li>
<li><code>bnu.edu.cn</code> 北京师范大学</li>
<li><code>stu.edu.cn</code> 汕头大学</li>
<li><code>tiangong.edu.cn</code> 天津工业大学</li>
<li><code>ln.hk</code> 香港岭南大学（Lingnan University）</li>
<li><code>bao.ac.cn</code>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li>
<li><code>ccut.edu.cn</code> 长春工业大学</li>
<li><code>sxu.edu.cn</code> 山西大学</li>
<li><code>gxnu.edu.cn</code> 广西师范大学</li>
<li><code>sdust.edu.cn</code> 山东科技大学</li>
<li><code>pop.zjgsu.edu.cn</code> 浙江工商大学</li>
<li><code>cug.edu.cn</code>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li>
<li><code>cugb.edu.cn</code>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li>
<li><code>lzjtu.edu.cn</code> 兰州交通大学</li>
<li><code>imut.edu.cn</code> 内蒙古工业大学</li>
<li><code>ruc.edu.cn</code> 中国人民大学</li>
<li><code>sustech.edu.cn</code> 南方科技大学</li>
<li><code>pkuschool.edu.cn</code>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li>
<li><code>xupt.edu.cn</code> 西安邮电大学</li>
<li><code>nefu.edu.cn</code> 东北林业大学</li>
<li><code>sdufe.edu.cn</code> 山东财经大学</li>
<li><code>ia.ac.cn</code>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li>
<li><code>cafa.edu.cn</code> 中央美术学院</li>
<li><code>bjtu.edu.cn</code> 北京交通大学</li>
<li><code>xsyu.edu.cn</code> 西安石油大学</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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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e>tyut.edu.cn</code> 太原理工大学</li>
<li><code>cufe.edu.cn</code> 中央财经大学</li>
<li><code>neu.edu.cn</code> 东北大学</li>
<li><code>tust.edu.cn</code> 天津科技大学</li>
<li><code>hnust.edu.cn</code> 湖南科技大学</li>
<li><code>jxufe.edu.cn</code> 江西财经大学</li>
<li><code>qust.edu.cn</code> 青岛科技大学</li>
<li><code>nxmu.edu.cn</code> 宁夏医科大学</li>
<li><code>warwick.ac.uk</code> 华威大学（University of Warwick）</li>
<li><code>usc.edu</code> 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li>
<li><code>hpu.edu.cn</code> 河南理工大学</li>
<li><code>jiangnan.edu.cn</code> 江南大学</li>
<li><code>hrbeu.edu.cn</code> 哈尔滨工程大学</li>
<li><code>sumhs.edu.cn</code> 上海健康医学院</li>
<li><code>xjtlu.edu.cn</code> 西交利物浦大学</li>
<li><code>gdufs.edu.cn</code>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li>
<li><code>scut.edu.cn</code> 华南理工大学</li>
<li><code>nyist.edu.cn</code> 南阳理工学院</li>
<li><code>hhu.edu.cn</code> 河海大学</li>
<li><code>simm.ac.cn</code>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li>
<li><code>seu.edu.cn</code> 东南大学</li>
<li><code>cdut.edu.cn</code> 成都理工大学</li>
<li><code>nnnu.edu.cn</code> 南宁师范大学</li>
<li><code>nuaa.edu.cn</code>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li>
<li><code>sufe.edu.cn</code> 上海财经大学</li>
<li><code>nankai.edu.cn</code> 南开大学</li>
<li><code>liverpool.ac.uk</code> 利物浦大学（University of Liverpool）</li>
<li><code>suse.edu.cn</code> 四川轻化工大学</li>
<li><code>sziit.edu.cn</code>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xust.edu.cn</code> 西安科技大学</li>
<li><code>ouc.edu.cn</code> 中国海洋大学</li>
<li><code>suda.edu.cn</code> 苏州大学</li>
<li><code>uniovi.es</code> 奥维耶多大学（Universidad de Oviedo）</li>
<li><code>sicau.edu.cn</code> 四川农业大学</li>
<li><code>qlu.edu.cn</code> 齐鲁工业大学</li>
<li><code>qdu.edu.cn</code> 青岛大学</li>
<li><code>nudt.edu.cn</code> 国防科技大学</li>
<li><code>uottawa.ca</code> 加拿大渥太华大学（Ottawa university）</li>
<li><code>wxit.edu.cn</code>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dlut.edu.cn</code> 大连理工大学</li>
<li><code>must.edu.mo</code> 澳门科技大学</li>
<li><code>cdtu.edu.cn</code> 成都工业学院</li>
<li><code>zstu.edu.cn</code> 浙江理工大学</li>
<li><code>bmstu.ru</code> 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МГТУ им. Н. Э. Баумана）</li>
<li><code>jxnu.edu.cn</code> 江西师范大学</li>
<li><code>umich.edu</code>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li>
<li><code>cqupt.edu.cn</code> 重庆邮电大学</li>
<li><code>suibe.edu.cn</code>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li>
<li><code>cuit.edu.cn</code>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li>
<li><code>gzhu.edu.cn</code> 广州大学</li>
<li><code>caa.edu.cn</code> 中国美术学院</li>
<li><code>zjnu.edu.cn</code> 浙江师范大学</li>
<li><code>jou.edu.cn</code> 江苏海洋大学</li>
<li><code>xtu.edu.cn</code> 湘潭大学</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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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e>bu.edu</code>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li>
<li><code>kth.se</code> 瑞典皇家理工（Välkommen till KTH | KTH）</li>
<li><code>ecut.edu.cn</code> 东华理工大学</li>
<li><code>hrbust.edu.cn</code> 哈尔滨理工大学</li>
<li><code>nuc.edu.cn</code> 中北大学</li>
<li><code>zucc.edu.cn</code> 浙大城市学院</li>
<li><code>chnu.edu.cn</code> 淮北师范大学</li>
<li><code>zjut.edu.cn</code> 浙江工业大学</li>
<li><code>gxu.edu.cn</code> 广西大学</li>
<li><code>njfu.edu.cn</code> 南京林业大学</li>
<li><code>ncu.edu.cn</code> 南昌大学</li>
<li><code>njnu.edu.cn</code> 南京师范大学</li>
<li><code>gzu.edu.cn</code> 贵州大学</li>
<li><code>ecnu.edu.cn</code> 华东师范大学</li>
<li><code>neuq.edu.cn</code> 东北大学秦皇岛分校</li>
<li><code>aufe.edu.cn</code> 安徽财经大学</li>
<li><code>imu.edu.cn</code> 内蒙古大学</li>
<li><code>nwpu.edu.cn</code> 西北工业大学</li>
<li><code>cjlu.edu.cn</code> 中国计量大学</li>
<li><code>scnu.edu.cn</code> 华南师范大学</li>
<li><code>jnu.edu.cn</code> 暨南大学</li>
<li><code>cupk.edu.cn</code>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校区</li>
<li><code>hzau.edu.cn</code> 华中农业大学</li>
<li><code>sdnu.edu.cn</code> 山东师范大学</li>
<li><code>szu.edu.cn</code> 深圳大学</li>
<li><code>hqu.edu.cn</code> 华侨大学</li>
<li><code>shou.edu.cn</code> 上海海洋大学</li>
<li><code>ccmu.edu.cn</code> 首都医科大学</li>
<li><code>seig.edu.cn</code> 广州软件学院</li>
<li><code>hniu.cn</code> 湖南信息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hu-berlin.de</code> 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li>
<li><code>nwu.edu.cn</code> 西北大学</li>
<li><code>sysu.edu.cn</code> 中山大学</li>
<li><code>sdjzu.edu.cn</code> 山东建筑大学</li>
<li><code>hnit.edu.cn</code> 湖南工学院</li>
<li><code>ntu.edu.cn</code> 南通大学</li>
<li><code>ustc.edu.cn</code>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li>
<li><code>vu.nl</code> 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Vrije Universiteit Amsterdam）</li>
<li><code>ccnu.edu.cn</code> 华中师范大学</li>
<li><code>cqu.edu.cn</code> 重庆大学</li>
<li><code>tongji.edu.cn</code> 同济大学</li>
<li><code>whu.edu.cn</code> 武汉大学</li>
<li><code>cqie.edu.cn</code> 重庆工程学院</li>
<li><code>mju.edu.cn</code> 闽江学院</li>
<li><code>dhu.edu.cn</code> 东华大学</li>
<li><code>cnu.edu.cn</code> 首都师范大学</li>
<li><code>wust.edu.cn</code> 武汉科技大学</li>
<li><code>nwsuaf.edu.cn</code>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li>
<li><code>nwafu.edu.cn</code>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li>
<li><code>jlu.edu.cn</code> 吉林大学</li>
<li><code>cczu.edu.cn</code> 常州大学</li>
<li><code>gdou.edu.cn</code> 广东海洋大学</li>
<li><code>cumtb.edu.cn</code> 中国矿业大学</li>
<li><code>cumt.edu.cn</code> 中国矿业大学</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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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e>bupt.edu.cn</code> 北京邮电大学</li>
<li><code>zju.edu.cn</code> 浙江大学</li>
<li><code>jsnu.edu.cn</code> 江苏师范大学</li>
<li><code>xmut.edu.cn</code> 厦门理工学院</li>
<li><code>zwu.edu.cn</code> 浙江万里学院</li>
<li><code>zjxu.edu.cn</code> 嘉兴学院</li>
<li><code>njust.edu.cn</code> 南京理工大学</li>
<li><code>njcit.cn</code>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li>
<li><code>xidian.edu.cn</code>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li>
<li><code>fjut.edu.cn</code> 福建工程学院</li>
<li><code>scau.edu.cn</code> 华南农业大学</li>
<li><code>njupt.edu.cn</code> 南京邮电大学</li>
<li><code>csu.edu.cn</code> 中南大学</li>
<li><code>sjtu.edu.cn</code> 上海交通大学</li>
<li><code>xmu.edu.cn</code> 厦门大学</li>
<li><code>jmu.edu.cn</code> 集美大学</li>
<li><code>yangtzeu.edu.cn</code> 长江大学</li>
<li><code>ustb.edu.cn</code> 北京科技大学</li>
<li><code>cqjtu.edu.cn</code> 重庆交通大学</li>
<li><code>tju.edu.cn</code> 天津大学</li>
<li><code>nus.edu</code> 新加坡国立大学</li>
<li><code>swjtu.edu.cn</code> 西南交通大学</li>
<li><code>cuc.edu.cn</code> 中国传媒大学</li>
<li><code>cau.edu.cn</code> 中国农业大学</li>
<li><code>whut.edu.cn</code> 武汉理工大学</li>
<li><code>henu.edu.cn</code> 河南大学</li>
<li><code>nciae.edu.cn</code>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li>
<li><code>campus.lmu.de</code> 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慕尼黑大学</li>
<li><code>hfut.edu.cn</code> 合肥工业大学</li>
<li><code>buaa.edu.cn</code>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li>
<li><code>hit.edu.cn</code> 哈尔滨工业大学</li>
<li><code>scu.edu.cn</code> 四川大学</li>
<li><code>hainnu.edu.cn</code> 海南师范大学</li>
<li><code>guet.edu.cn</code>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li>
<li><code>ciomp.ac.cn</code>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li>
<li><code>kib.ac.cn</code> //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li>
<li><code>ucas.ac.cn</code> 中国科学院大学</li>
<li><code>jci.edu.cn</code> 景德镇陶瓷大学</li>
<li><code>ujn.edu.cn</code> 济南大学</li>
<li><code>tsinghua.edu.cn</code> 清华大学</li>
<li><code>hdu.edu.cn</code>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li>
<li><code>shu.edu.cn</code> 上海大学</li>
<li><code>usst.edu.cn</code> 上海理工大学</li>
<li><code>xjtu.edu.cn</code> 西安交通大学</li>
<li><code>bucea.edu.cn</code> 北京建筑大学</li>
<li><code>tcu.edu.cn</code> 天津城建大学</li>
<li><code>nju.edu.cn</code> 南京大学</li>
<li><code>hust.edu.cn</code> 华中科技大学</li>
<li><code>shisu.edu.cn</code> 上海外国语大学</li>
<li><code>uestc.edu.cn</code> 电子科技大学</li>
<li><code>sdu.edu.cn</code> 山东大学</li>
<li><code>fudan.edu.cn</code> 复旦大学</li>
<li><code>uibe.edu.cn</code>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li>
<li><code>gdut.edu.cn</code> 广东工业大学</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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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ode>pku.edu.cn</code> 北京大学</li>
<li><code>bit.edu.cn</code> 北京理工大学</li>
<li><code>zuel.edu.cn</code>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li>
<li><code>ncepu.edu.cn</code> 华北电力大学</li>
<li><code>ynu.edu.cn</code> 云南大学</li>
<li><code>hnu.edu.cn</code> 湖南大学</li>
<li><code>cuhk.edu.hk</code> 香港中文大学</li>
<li><code>massey.ac.nz</code> 梅西大学</li>
<li><code>tudelft.nl</code>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li>
<li><code>uconn.edu</code> 康涅狄格大学</li>
<li><code>vikings.grayson.edu</code> 格雷森学院</li>
<li><code>xmu.edu.my</code> 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li>
<li><code>columbia.edu</code> 哥伦比亚大学</li>
<li><code>tulane.edu</code> 杜兰大学</li>
<li><code>uni-bonn.de</code> 德国波恩大学</li>
<li><code>unistra.fr</code>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li>
<li><code>hsu.edu.hk</code> 香港恒生大学</li>
<li><code>ed.ac.uk</code> 爱丁堡大学</li>
<li><code>insa-rennes.fr</code> 国立应用科学学院（雷恩校区）</li>
<li><code>cccnj.edu</code> 罗文大学格罗斯特郡分校</li>
<li><code>phsh.tyc.edu.tw</code> 桃園市私立光啟高中</li>
<li><code>nyu.edu</code> 纽约大学</li>
<li><code>polito.it</code> 都灵理工大学</li>
</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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