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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院邮件系统客户端 SSL 配置参数 

在客户端软件中设置邮箱时，请参考以下服务器信息，使用 SSL 加密连接。 

服务器名称 服务器地址 服务器端口 

发送邮件服务器（SMTP） mail.cstnet.cn 994 或 465（两者均可） 

接收邮件服务器（POP3） mail.cstnet.cn 995 

接收邮件服务器（IMAP） mail.cstnet.cn 993 或 996（两者均可） 
 

第二部分 电脑客户端设置 

一、Foxmail 客户端 SSL 加密配置 

提示：本说明使用 Foxmail 7.2 简体中文版，并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当按照

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 Foxmail 客户端，点击右侧“系统设置”按钮——>“帐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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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Foxmail 进入账号管理对话框，点击“服务器”标签，根据邮箱类型修改服务器

和端口。 

1) 邮箱类型：POP3 

收件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5”，同时勾选“SSL”。 

发件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同时勾

选“SSL”。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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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邮箱类型：IMAP 

收件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3”，同时勾选“SSL”。 

发件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同时勾

选“SSL”。 

点击“确定”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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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Outlook 邮箱客户端 SSL 配置 

提示：本说明使用 Outlook2010 简体中文版，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当按照

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 Outlook 邮箱客户端，点击左上角“文件”——>“信息”——>“账户设置”

进入账户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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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置页面点击“电子邮件”标签，选中要修改的账号，点击“更改”进入更改账

户页面 

 

3. 接收邮件服务器和发送邮件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 

点击“其他设置”按钮进入其他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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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高级”根据接收服务器协议修改端口号。 

1） 接收服务器：POP3 

接收服务器端口：设置为“995”，勾选“此服务器要求加密连接（SSL）” 

发送服务器端口：设置为“994”或“465”，加密连接类型选择“SSL” 

点击“确定”保存设置并返回更改账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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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接收服务器：IMAP 

接收服务器端口：设置为“993”，加密连接类型选择“SSL” 

发送服务器端口：设置为“994”或“465”，加密连接类型选择“SSL” 

点击“确定”保存设置并返回更改账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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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Mac Mail 邮箱客户端 SSL 配置 

提示：本说明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当按照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 Mac Mail 邮箱客户端，点击左上角“邮件”——>“偏好设置”进入设置页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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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设置页面点击“账户”进入账户设置页面，选中要修改的账号，点击“服务器

设置”标签进入服务器设置页面，根据“收件服务器类型”修改主机名和端口。 

1） 收件服务器类型：POP 

取消“自动管理连接设备”，改为手动配置模式。 

收件服务器主机名：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5”，加密选

择“TLS/SSL”。 

发件服务器主机名：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

加密选择“TLS/SSL”。 

点击“存储”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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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件服务器：IMAP 

取消“自动管理连接设备”，改为手动配置模式。 

收件服务器主机名：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3”，加密选

择“TLS/SSL”。 

发件服务器主机名：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

加密选择“TLS/SSL”。 

点击“存储”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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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易邮箱客户端 SSL 配置 

提示：本说明使用网易邮箱大师 V4.15 版，并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当按照

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网易邮箱客户端，点击左侧“设置”——>“邮箱设置”打开邮箱设置页面。 

2. 在邮箱设置页面选中要修改的账号，点选“邮箱信息”标签页，点击“服务器设

置”按钮进入服务器设置页面，根据协议类型，进行服务器和端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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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协议类型：POP3 

收信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5”，加密选择

“SSL/TLS”。 

发信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加密选

择“SSL/TLS”。 

点击“验证并保存”完成设置。 



14 

 

 

2） 协议类型：IMAP 

收信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3”，加密选择

“SSL/TLS”。 

发信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加密选

择“SSL/TLS”。 

点击“验证并保存”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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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Windows10 邮件客户端 SSL 配置 

提示：本说明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当按照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 Windows10 客户端，点击左侧“账户”打开“管理账户”菜单，选择要编辑

的账户，打开账户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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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账户设置页面点击“更改邮箱同步设置”打开“账户设置”界面，在“账户设置”

界面点击“高级邮箱设置” 

  

2. 设置“传入服务器”和“传出服务器” 

传入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同时勾选“传入电子邮件需要 SS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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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出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同时勾选“传出电子邮件需要 SSL” 

点击“完成”退回账户设置页面 

 

3. 点击“保存”完成并保存设置 

第三部分 手机客户端设置 

一、华为手机邮件客户端 SSL 配置 

提示：本说明使用华为 EMUI11.0 版自带邮件客户端，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

当按照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华为手机邮箱客户端，点击右上角“菜单”——> “设置”进入设置页面，在

设置页面点击需要进行设置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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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账户设置页面点击“外发设置”进入 SMTP 服务器设置页面，在外发设置页

面设置 SMTP 服务器。 

SMTP 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

安全类型选择“SSL/TLS（接受所有证书）”，点击“完成”按钮保存设置并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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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账户设置页面点击“接收设置”进入接收服务器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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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接收协议类型修改服务器和端口。 

1） 接收类型：POP3 

POP3 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5”， 

安全类型选择“SSL/TLS（接受所有证书）”，最后点击“完成”保存并完成设置 

2） 接收类型：IMAP 

IMAP 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3”， 

安全类型选择“SSL/TLS（接受所有证书）”，最后点击“完成”保存并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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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iPhone 手机邮件客户端 SSL 配置 

提示：本说明使用苹果 IOS14.2 版自带邮件客户端，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

当按照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手机设置菜单，点击 “密码与账户”，选择需要修改的账户，进入账户

设置页面。在账户设置页面点击“发件服务器-SMTP”进入 SMTP 设置页面。 

Pop3 I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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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发件服务器 

主机名：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打开“使

用 SSL”开关，点击“完成”按钮保存设置并退出，返回账户设置页面 

 

3. 在账户设置页面点击“高级”进入高级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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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高级”菜单中找到“服务器”设置部分，根据收件协议类型修改服务器和端

口 

1） 收件类型：POP3 

POP3 服务器端口：设置为“995”，打开 “使用 SSL”开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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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件类型：IMAP 

IMAP 服务器端口：设置为“993”，打开 “使用 SSL”开关 

最后返回账户设置页面 

 

在账户设置页面点击右上角“完成”完成设置 

三、小米手机邮件客户端 SSL 配置 

提示：本说明使用小米 MIUI11.0.4 版自带邮件客户端，以 mailtest@cstnet.cn 作为邮箱地址，

当按照下面方法设置邮箱时，请将 mailtest@cstnet.cn 替换为您的邮箱地址。 

1. 打开小米手机邮箱客户端，点击左上角“菜单”打开菜单页面，点击菜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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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角设置图标。 

 

 

2. 在设置页面点击需要进行设置的账户，打开账户设置页面。 

 

3. 在账户设置页面找到并点击“服务器设置”，进入服务器设置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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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根据邮箱类型修改服务器和端口。 

1） 邮箱类型：POP3 

收件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5”， 

smtp 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 

收件服务器和发件服务器“SSL”开关全部打开，点击右上角对勾完成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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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邮箱类型：IMAP 

收件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3”， 

SMTP 服务器：必须设置为“mail.cstnet.cn”，端口：设置为“994”或“465”， 

收件服务器和发件服务器“SSL”开关全部打开，点击右上角对勾完成设置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