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机构名称 机构账号

1 安徽医科大学 ahykdx
2 安徽中医药大学 ahzyydx
3 蚌埠医学院 bbyxy
4 包头医学院 btyxy
5 北华大学医学部 bhdxyxb
6 北京大学医学部 bjdxyxb
7 北京协和医学院 bjxhyxy
8 北京中医药大学 bjzyydx
9 滨州医学院 bzyxy2016
10 成都医学院 chengdyxy
11 成都中医药大学 cdzyydx
12 承德医学院 cdyxy2016
13 赤峰学院 cfxy
14 赤峰学院医学院 cfxyyxy2016
15 川北医学院 cbyxy
16 大理大学 dlxy
17 大连大学医学院 dldxyxy
18 大连医科大学 dlykdx
19 大连医科大学中山学院 dlykdxzsxy
20 大同大学 dtdx2017
21 大同大学医学院 dtdxyxy
22 电子科技大学医学院 dzkjdxyxy
23 东南大学医学院 dndxyxy
24 福建医科大学 fjykdx
25 福建中医药大学 fjzyydx2016
26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 fddxhlxy2017
27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fddxshyxy
28 甘肃医学院 gsyxy
29 甘肃中医药大学 gszyydx
30 广东药科大学 gdykdx2016
31 广东药学院 gdyxy
32 广东医科大学 gdykdx
33 广东医学院 gdyxy2017
34 广西科技大学 gxkjdx
35 广西医科大学 gxykdx
36 广西中医药大学 gxzyydx
37 广州医科大学 gzykdx
38 广州中医药大学 gzzyydx
39 贵阳医学院 gyyxy
40 贵阳中医学院 gyzyxy
41 贵州医科大学 gzykdx2016
42 贵州中医药大学 gzzyydx2018
43 桂林医学院 glyxy2016
44 哈尔滨医科大学 hebykdx
45 哈尔滨医科大学大庆校区 hebykdxdqxq
46 海军军医大学 dejydx
47 海南医学院 hny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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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杭州师范大学 hzsfdx
49 杭州师范大学医学院 hzsfdxyxy
50 杭州医学院 hzyxy
51 河北北方学院 hbbfxy
52 河北大学 hbdx
53 河北工程大学医学院 hbgcdxyxy
54 河北理工大学 hblgdx2017
55 河北医科大学 hbykdx
56 河北中医学院 hbzyxy
57 河南大学 hndx
58 河南大学医学院 hndxyxy
59 河南科技大学 hnkjdx
60 河南中医药大学 hnzyxy
61 河套学院 htxy
62 河西学院 hxxy2016
63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 hljzyydx
64 湖北科技学院 hbkjxy
65 湖北科技学院临床医学院 hbkjxylcyxy
66 湖北理工学院 hblgxy2017
67 湖北理工学院医学院 hblgxyyxy
68 湖北民族学院 hbmzxy2017
69 湖北民族学院医学院 hbmzxyyxy
70 湖北医药学院 hbyyxy
71 湖北中医药大学 hbzyydx
72 湖南师范大学 hnsfdx
73 湖南师范大学医学院 hnsfdxyxy2016
74 湖南医药学院 hnyyxy
75 湖南中医药大学 hnzyydx
76 华东师范大学 hdsfdx
77 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 hnlgdxyxy
78 华中科技大学 hzkjdx
79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hzkjdxtjyxy
80 黄河科技学院 hhkjxy
81 黄河科技学院医学院 hhkjxyyxy
82 吉林大学 jldx
83 吉林大学白求恩医学部 jldxbqeyxb
84 吉林大学珠海学院 jldxzhxy
85 吉林医药学院 jlyyxy
86 吉首大学 jsdx
87 济宁医学院 jnyxy
88 暨南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jndxdylcyxy
89 暨南大学医学院 jndxyxy
90 佳木斯大学医学院 jmsdxyxy
91 嘉兴学院 jxxy
92 嘉兴学院医学院 jxxyyxy
93 嘉应学院 jyxy2017
94 江汉大学 jhdx
95 江苏大学医学院 jsdxyxy
96 江西中医药大学 jxzyydx
97 锦州医科大学 jzykdx
98 荆楚理工学院 jclgxy
99 荆楚理工学院医学院 jclgxyyxy



100 井冈山大学 jgsdx
101 井冈山大学医学部 jgsdxyxb
102 九江学院 jjxy
103 军事医学科学院 jsyxkxy
104 开封大学 kfdx
105 空军军医大学 disijydx
106 昆明医科大学 kmykdx2016
107 兰州大学 lzdx
108 丽水学院 lsxy
109 丽水学院医学院 lsxyyxy
110 辽东学院 ldxy
111 辽东学院医学院 ldxyyxy
112 辽宁何氏医学院 lnhsyxy
113 辽宁医学院 lnyxy
114 辽宁中医药大学 lnzyydx
115 辽宁中医药大学杏林学院 lnzyydxxlxy
116 泸州医学院 zzyxy
117 陆军军医大学 dsjydx2016
118 牡丹江医学院 mdjyxy2016
119 南昌大学 ncdx2017
120 南昌大学抚州医学院 ncdxfzyxy2016
121 南昌大学江西医学院 ncdxjxyxy
122 南充技师学院 ncjsxy
123 南方医科大学 nfykdx2016
124 南华大学 nhdx
125 南华大学医学院 nhdxyxy
126 南京大学医学院 njdxyxy
127 南京师范大学 njsfdx
128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njtsjysfxy
129 南京医科大学 njykdx
130 南京中医药大学 njzyydx
131 南京中医药大学翰林学院 njzyydxhlxy
132 南开大学附属口腔医学院 nkdxfskqyy
133 南通大学 ntdx2017
134 南通大学医学院 ntdxyxy
135 南通理工学院 ntlgxy
136 内蒙古科技大学 nmgkjdx
137 内蒙古民族大学医学院 nmgmzdxyxy
138 内蒙古医科大学 nmgykdx
139 宁波大学 nbdx
140 宁夏理工学院 nxlgxy
141 宁夏师范学院 nxsfxy
142 宁夏师范学院医学院 nxsfxyyxy
143 宁夏医科大学 nxykdx2016
144 攀枝花学院 pzhxy
145 平顶山学院 pdsxy2016
146 莆田学院 ptxy
147 齐鲁医药学院 mbsdwjyxgdzkxx
148 齐齐哈尔医学院 qqheyxy
149 青岛大学医学部 qddxyxb
150 青海大学 qhdx
151 青海大学医学院 qhdxyxy2016



152 清华大学 test015
153 三峡大学医学院 sxdxyxy2016
154 三亚学院 syxy2018
155 厦门大学医学院 xmdxyxy
156 厦门医学院 xmyxy
157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 sddxqlyxb
158 山东万杰医学院 sdwjyxy
159 山东协和学院 sdxhxy
160 山东中医药大学 sdzyydx
161 山西大同大学 sxdtdx
162 山西大同大学医学院 sxdtdxyxy
163 山西医科大学 sxykdx2016
164 山西医科大学汾阳学院 sxykdxfyxy
165 山西中医学院 shxzyxy
166 陕西中医药大学 sxzyxy
167 汕头大学医学院 stdxyxy
168 商丘工学院医学院 sqgxyyxy
169 上海海洋大学 shhydx
170 上海健康医学院 shjkyxy2016
171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shjtdxyxy
172 上海理工大学 shlgdx
173 上海中医药大学 shzyydx
174 韶关学院 sgxy
175 韶关学院医学院 sgxyyxy2016
176 邵阳学院 syxy
177 绍兴文理学院 sxwlxy
178 绍兴文理学院医学院 sxwlxyyxy
179 深圳大学医学部 scdxyxb
180 沈阳药科大学 syykdx
181 沈阳医学院 syyxy2016
182 石河子大学 shzdx
183 首都医科大学 sdykdx
184 四川大学 scdx
185 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 scdxhxlcyxy
186 四川文理学院 scwlxy
187 苏州大学医学部 szdxyxb
188 台州学院 tzxy
189 台州学院医学院 tzxyyxy
190 泰山医学院 tsyxy2016
191 天津医科大学 tjykdx2016
192 天津中医药大学 tjzyydx2016
193 同济大学口腔医学院 tjdxkqyxy
194 同济大学医学院 tjdxyxy
195 同济大学浙江学院 tjdxzjxy
196 皖南医学院 wnyxy
197 潍坊医学院 wfyxy2016
198 温州医科大学 wzykdx
199 武汉大学 whdx
200 武汉大学医学部 whdxyxb
201 武汉科技大学 whkjdx
202 武警后勤学院 wjhqxy
203 西安交通大学 xajtdx



204 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 xajtdxyxb
205 西安医学院 xianyxy
206 西藏大学医学院 xzdxyxy
207 西藏民族学院医学院 xcmzxyyxy
208 西南大学 xndx
209 西南科技大学 xnkjdx
210 西南医科大学 xnykdx2016
211 湘南学院 xnxy
212 新疆医科大学 xjykdx2016
213 新乡医学院 xxyxy2016
214 徐州医科大学 xzykdx
215 徐州医学院 xzyxy
216 许昌学院 xcxy
217 延安大学 yadxyxy2016
218 延边大学医学部 ybdxyxb
219 扬州大学医学院 yzdxyxy2016
220 宜春学院 ycxy2017
221 宜春学院医学院 ycxyyxy2016
222 右江民族医学院 yjmzyxy2016
223 云南中医学院 ynzyxy
224 张家口学院 zjkxy2017
225 长春中医药大学 cczyydx
226 长江大学 cjdx
227 长江大学医学院 cjdxyxy
228 长沙医学院 csyxy
229 长治医学院 czyxy2016
230 浙江大学医学部 zjdxyxb
231 浙江中医药大学 zjzyydx2016
232 郑州大学 zzdx
233 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zgjbyfykzzx
234 中国康复研究中心 zgkfyjzx
235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zgkxjsdx
236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zgkxjsdxsmkxxy
237 中国药科大学 zgykdx
238 中国医科大学 zgykdx2016
239 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zndxxyyxy
240 中山大学 zsdx
241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 zsdxxhxy2017
242 重庆医科大学 zqykdx
243 遵义医学院 zyyxy2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