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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2010年，台州市水利局、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组织编制了《台州市用水定额（试行）》，该定额试行以来，在水资源规划、取

水许可审批、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节约用水管理等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在推动全

市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方面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以喷微灌为

代表的现代节水灌溉技术的推广、工业产品种类与工艺技术的不断变化、居民生活

条件的逐步改善以及节水器具的推广、规范性文件《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2011

版的修订等因素，原定额已不能适应当前新形势的要求。同时为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实行 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和省委、省政府关于

“五水共治”抓节水的决策部署，由台州市水利局牵头，台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台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有关部门参与，成立了台

州市用水定额修订工作协调小组。工作组组织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对《台州市用水定

额（试行）》进行修订，并 终形成《台州市用水定额》。  

本定额涵盖了农林牧渔、工业、城乡居民生活和城镇公共用水等57个行业，可

供国民经济发展中涉水规划编制、工程项目设计、取水许可管理、建设项目水资源

论证、下达取（用）水计划、用水及节水管理等使用。  

本定额在使用过程中由台州市水利局、台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台州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归口并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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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水 定 额  

1  范围  

本定额规定了农业用水、工业取水、城市生活与公共用水的定额指标。  

本定额作为本市开展涉水规划的编制、取水许可管理、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

工程项目设计、下达取（用）水计划、用水及节水管理等工作的基本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  

 GB/T 50363-2006 节水灌溉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085-2007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 504853-2009 微灌工程技术规范  

 GB/T50331-2002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  

 GB50013-2006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282-98 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T18820-2011 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编制通则  

 GB/T7119-2006 节水型企业评价导则  

 GB/T18916.1-2012 取水定额 第1部分 火力发电  

 GB/T18916.2-2012 取水定额 第2部分 钢铁联合企业  

 GB/T18916.3-2012 取水定额 第3部分 石油炼制  

 GB/T18916.4-2012 取水定额 第4部分 纺织染整产品  

 GB/T18916.5-2012 取水定额 第5部分 造纸产品  

 GB/T18916.6-2012 取水定额 第6部分 啤酒制造  

 GB/T18916.7-2014 取水定额 第7部分 酒精制造  

 GB/T18916.8-2006 取水定额 第8部分 合成氨  

 GB/T18916.9-2014 取水定额 第9部分 味精制造  

 GB/T18916.10-2006 取水定额 第10部分 医药产品  

 GB/T18916.12-2012 取水定额 第12部分 氧化铝生产  

 GB/T18916.13-2012 取水定额 第13部分 乙烯生产  

 GB/T18916.14-2014 取水定额 第14部分 毛纺织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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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18916.15-2014 取水定额 第15部分 白酒制造  

 GB/T18916.16-2014 取水定额 第16部分 电解铝生产  

 DB33/T769-2016 浙江省农业用水定额 

3  术语和定义  

本定额采用下列术语。  

3.1  用（取）水定额  

本定额中的用（取）水定额是指新水定额，即在一定时间内、一定条件下，生

产单位产品或者完成单位工作量而消耗的新水量。  

3.2  新水量  

取自自来水、地表水、地下水水源被第一次利用的水量。  

3.3  灌溉用水定额   

在规定位置和规定水文年型下核定的某种作物播种前（或水稻插秧前）及全生

育期内（多年生作物以一年为期），单位面积上各次田间灌溉用水量之和（含田间

水利用系数），以立方米/亩表示。  

3.4  地面灌溉      

采用沟、畦、格田等地面设施对作物进行灌水的方法，如沟灌、畦灌、格田灌

等。  

3.5  淹灌   

灌溉水淹过田面，藉重力作用浸润土壤的灌水方法。  

3.6  薄露灌溉   

稻田灌薄水、适时落干露田的水稻节水灌溉模式。  

3.7  间歇灌溉   

是一种保持稻田干湿交替的的水稻节水灌溉模式。  

3.8  喷灌   

喷洒灌溉的简称。是利用专门设备将有压水流送到灌溉地段，通过喷头以均匀

喷洒形式进行灌溉的方法。  

3.9  微喷灌   

利用微喷头、微喷带等设备，以喷洒的方式，实施灌溉的灌水方法。  

3.10  滴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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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滴头、首部枢纽、输配水管道和微灌灌水器等组成的灌溉系统。  

3.11  露地  

露天的耕作地。  

3.12  保护地   

在某种材料（钢或竹）制作的骨架上铺设透光材料（如塑料薄膜、玻璃等）而

构成的堵闭空间内的耕作地。  

3.13  工业企业产品取水定额  

针对取水核算单位制定的，以生产工业产品的单位产量为核算单位的合理取用

常规水资源的标准取水量。  

3.14  工业企业单位产品取水量  

企业生产单位产品需要从各种常规水资源提取的水量。注：工业生产的取水量，

包括取自地表水（以净水厂供水计量）、地下水、城镇供水工程，以及企业从市场

购得的其他水或水的产品（如蒸汽、热水、地热水等）的水量。其中，工业生产包

括主要生产、辅助生产和附属生产。  

3.15  城市居民  

城市居民是指有固定居住地的自然人，指在城市中居住的所有人，不分国籍和

出生地，也不分职业和户籍情况。  

3.16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是指使用公共供水设施或自建供水设计供水的，城市居民家

庭日常生活使用的自来水。  

4  用（取）水行业分类与代码  

本定额根据水的不同用途，按照GB/T4754-2011，将用水行业进行分类，具体分

为门类、大类、中类和小类四级，代码由一位拉丁字母和四位阿拉伯数字组成，具

体如下：  

（a）门类代码用一位拉丁字母表示，即用A、B、C、D……依次代表不同门类；

大类代码用两位阿拉伯数字表示，打破门类界限，从01开始按顺序编码；中类代码

用三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前两位为大类代码，第三位为中类顺序代码；小类代码用

四位阿拉伯数字表示，前三位为中类代码，第四位为小类顺序代码。  

（b）当本定额中中类、小类不再细分时，代码补“0”直至第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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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定额的引用  

本定额中的农业用水定额根据本市自然地理状况进行灌溉分区，具体分为：浙

东沿海平原区（Ⅲ）、山区（Ⅳ）、海岛地区（Ⅴ），详见附录。  

引用本定额中的工业取水定额时，根据各地的水资源状况、企业的生产规模、

设备和生产工艺的不同、节水技术的应用等状况的差异，在区间值范围内取用。  

引用本定额中的城市生活与公共用水定额时，可以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水

资源禀赋、生产力、居民生活水平等因素，上下浮动15%范围内取用；城市居民生

活用水定额在本《定额》规定范围内取定；在计划用水等管理引用定额，需要换算

成月用水指标的，一个月按30日进行换算。  

本定额中的农业灌溉用水定额值指进入田间的净定额，工业、城市生活与公共

用水定额指新水定额。  

本定额中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非城市供水管网覆盖地区的引用表5，城市供

水管网覆盖地区的引用表57。  

本定额未列出的行业、类别、产品可参照相关或相似的行业、类别、产品的用

水定额。  

6  用（取）水定额表  

修订后的农业用水定额值分为农业灌溉用水定额、林业用水定额、畜牧业用水

定额、渔业用水定额、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5个部分，包含64项产品共240个定额

值，见表1～表5；  

工业取水共包含36个行业的317个产品取水定额值，见表6～表41；  

城市生活与公共用水共包括16个行业的61个用水定额值，见表42～表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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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灌 溉 分 区 行业 

代码 
类 别 

名 称 
作 物 

名 称 保证率 栽培 

方式 
灌溉 

方式 III区 IV 区 V 区 

淹灌 180 220 175 
50% 露地 

薄露灌溉 150 195 145 

淹灌 205 270 200 
75% 露地 

薄露灌溉 170 240 165 

淹灌 255 310 250 

早稻 

90% 露地 
薄露灌溉 205 275 205 

淹灌 215 260 210 
50% 露地 

薄露灌溉 175 225 170 

淹灌 255 305 250 
75% 露地 

薄露灌溉 205 265 205 

淹灌 285 345 280 

晚稻 

90% 露地 
薄露灌溉 230 305 230 

淹灌 280 295 250 

薄露灌溉 230 260 205 50% 露地 

间歇灌溉 240 260 210 

淹灌 350 355 320 

薄露灌溉 280 315 265 75% 露地 

间歇灌溉 290 320 270 

淹灌 400 395 370 

薄露灌溉 300 305 300 

A0111 稻谷种植

单季稻 

90% 露地 

间歇灌溉 300 325 320 

50% 5* 5* 5* 

75% 30 40 30 A0112 小麦种植 小麦 

90% 

露地 地面灌溉 

40 50 40 

50% 5* 5* 5* 

75% 30 35 25 A0113 玉米种植 玉米 

90% 

露地 地面灌溉 

40 45 40 

50% 5* 5* 5* 

75% 30 40 30 A0119 
其他谷物种

植 
大麦 

90% 

露地 地面灌溉 

40 50 40 

50% 5* 5* 5* 

75% 30 35 25 油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40 45 40 

50% 5* 5* 5* 

75% 20 25 20 

A0122 油料种植

花生 

90% 

露地 地面灌溉 

30 35 30 

注：表中定额值为现阶段偏先进的节水灌溉模式下的用水定额，各地引用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灌溉管理水平

与区域内地形、土壤、气候及水资源等特点），在标准的基数上下5%～10%范围内取值。其中带*表示作物只需

在播种前少量灌溉，生长期可不灌溉。引用定额时候不必考虑田间水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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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灌 溉 分 区 行业 
代码 

类 别 
名 称 

作 物 
名 称 保证率 栽培 

方式 
灌溉 
方式 

III区 IV 区 V 区 

保护地 滴灌 20 20 20 

保护地 30 30 30 50% 

露地 
地面灌溉

5* 5* 5* 

保护地 滴灌 20 20 20 

保护地 30 30 30 75% 

露地 
地面灌溉

10 15 10 

保护地 滴灌 25 25 25 

保护地 30 30 30 

豇豆 

90% 

露地 
地面灌溉

20 25 20 

保护地 75 75 75 
50% 

露地 60 70 55 

保护地 80 80 80 
75% 

露地 70 75 65 

保护地 85 85 85 

笋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80 80 75 

保护地 滴灌 50 55 50 
50% 

露地 地面灌溉 5* 5* 5* 

保护地 滴灌 55 60 55 
75% 

露地 地面灌 25 30 25 

保护地 滴灌 60 65 60 

红茄 

90% 
露地 地面灌 50 55 50 

保护地 滴灌 15 15 15 
50% 

露地 地面灌 5* 5* 5* 

保护地 滴灌 15 15 15 
75% 

露地 地面灌 5* 5* 5* 

保护地 滴灌 20 20 20 

姜 

90% 
露地 地面灌 5* 5* 5* 

保护地 20 20 20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30 30 30 
75% 

露地 10 15 10 

保护地 40 40 40 

A0141 蔬菜 
种植 

长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25 30 25 

注：表中定额值为现阶段偏先进的节水灌溉模式下的用水定额，各地引用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灌溉管理水平与区

域内地形、土壤、气候及水资源等特点），在标准的基数上下5%～10%范围内取值。其中带*表示作物只需在播种前少

量灌溉，生长期可不灌溉。引用定额时候不必考虑田间水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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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灌 溉 分 区 行业 

代码 
类 别 

名 称 
作 物 

名 称 保证率 栽培 

方式 
灌溉 

方式 III区 IV 区 V 区 

保护地 40 40 40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45 45 45 
75% 

露地 10 15 10 

保护地 50 50 50 

小白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25 35 25 

保护地 45 45 45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50 50 50 
75% 

露地 10 10 10 

保护地 50 50 50 

包心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20 25 20 

保护地 60 60 60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65 65 65 
75% 

露地 40 45 35 

保护地 70 70 70 

萝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55 65 50 

保护地 50 50 50 
50% 

露地 25 25 25 

保护地 55 55 55 
75% 

露地 30 35 30 

保护地 60 60 60 

西兰花 

90% 
露地 

地面灌溉

55 55 50 

保护地 75 75 75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80 80 80 
75% 

露地 35 45 35 

保护地 85 85 85 

A0141 蔬菜种植

辣椒 

90% 
露地 

滴灌 

80 90 80 

注：表中定额值为现阶段偏先进的节水灌溉模式下的用水定额，各地引用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灌溉管理水平与区域

内地形、土壤、气候及水资源等特点），在标准的基数上下5%～10%范围内取值。其中带*表示作物只需在播种前少量

灌溉，生长期可不灌溉。引用定额时候不必考虑田间水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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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灌 溉 分 区 行业 
代码 

类 别 
名 称 

作 物 
名 称 保证率 栽培 

方式 
灌溉 
方式 III区 IV 区 V 区 

保护地 55 55 55 
50% 

露地 30 35 25 

保护地 60 60 60 
75% 

露地 55 60 50 

保护地 65 65 65 

西红柿 

90% 
露地 

滴灌 

80 85 75 

保护地 滴灌 30 30 30 

保护地 85 85 85 50% 

露地 
地面灌溉 

50 60 50 

保护地 滴灌 35 35 35 

保护地 90 90 90 75% 

露地 
地面灌溉 

75 80 65 

保护地 滴灌 35 35 35 

保护地 95 95 95 

黄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90 90 85 

保护地 15 15 15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20 20 20 
75％ 

露地 10 15 10 

保护地 30 30 30 

四季豆 

90％ 
露 地 

地面灌溉 

20 25 20 

保护地 20 20 20 
50％ 

露 地 5* 5* 5* 

保护地 25 25 25 
75％ 

露地 10 15 10 

保护地 30 30 30 

大白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20 25 20 

保护地 30 30 30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45 45 45 
75％ 

露地 25 30 25 

保护地 55 55 55 

A0141 蔬菜种植

莴苣 

90％ 
露地 

地面灌溉 

40 45 40 

注：表中定额值为现阶段偏先进的节水灌溉模式下的用水定额，各地引用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灌溉管理水平与

区域内地形、土壤、气候及水资源等特点），在标准的基数上下5%～10%范围内取值。其中带*表示作物只需在播

种前少量灌溉，生长期可不灌溉。引用定额时候不必考虑田间水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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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灌 溉 分 区 行业 
代码 

类 别 
名 称 

作 物 
名 称 保证率 栽培 

方式 
灌溉 
方式 III区 IV 区 V 区 

50％ 5* 5* 5* 

75％ 10 10 10 毛豆 

90％ 

露地 地面灌溉 

20 25 20 

50％ 90 90 90 

75％ 100 100 100 
樱桃西红

柿 
90％ 

保护地 滴灌 

110 110 110 

50% 40 45 35 

75% 55 65 50 榨菜 

90% 

露地 地面灌溉 

80 90 75 

50% 410 520 455 

75% 710 835 750 茭白 

90% 

露地 地面灌溉 

935 1035 960 

50% 100 115 95 

75% 180 185 170 

A0141 蔬菜种植

毛芋 

90% 

露地 地面灌溉 

210 220 210 

50% 255 255 255 

75% 330 330 330 茶花 

90% 

露地 
盆栽 

微喷灌 

400 400 400 

50% 550 550 550 

75% 590 590 590 
杜鹃 
花 

90% 

保护地 微喷灌 

620 620 620 

50% 45 45 45 

75% 50 50 50 
非洲 
菊 

90% 

保护地 滴灌 

55 55 55 

50% 30 30 30 

75% 30 30 30 

A0143 花卉种植

百合 

90% 

保护地 滴灌 

35 35 35 

注：表中定额值为现阶段偏先进的节水灌溉模式下的用水定额，各地引用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灌溉管理水平与

区域内地形、土壤、气候及水资源等特点），在标准的基数上下5%～10%范围内取值。其中带*表示作物只需在播

种前少量灌溉，生长期可不灌溉。引用定额时候不必考虑田间水利用系数。 



  —10—

     续表 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灌 溉 分 区 行业 
代码 

类 别 
名 称 

作 物 
名 称 保证率 栽培 

方式 
灌溉 
方式 III区 IV 区 V 区 

保护地 40 60 55 
50% 

露地 5* 5* 5* 
保护地 40 60 55 

75% 
露地 40 50 40 
保护地 45 65 60 

春西瓜 
（中型） 

90% 
露地 

滴灌 

60 65 60 
50% 保护地 20 25 20 
75% 保护地 20 25 20 

春西瓜（小

型） 
90% 保护地 

滴灌 
25 30 25 

保护地 90 90 90 
50% 

露地 20 25 20 
保护地 90 90 90 

75% 
露地 55 65 50 
保护地 95 95 95 

秋西瓜 

90% 
露地 

滴灌 

80 85 80 
保护地 15 25 15 

50% 
露地 5* 20 15 
保护地 20 30 20 

75% 
露地 40 50 40 
保护地 20 30 20 

甜瓜 

90% 
露地 

滴灌 

60 65 60 
保护地 35 60 50 

50% 
露地 20 25 20 
保护地 55 80 70 

75% 
露地 50 60 50 
保护地 90 115 105 

蜜梨 

90% 
露地 

微喷灌 

75 85 70 
50% 50 60 50 
75% 70 85 70 樱桃 
95% 

露地 微喷灌 
75 90 75 

50% 20 25 20 
75% 55 80 70 

A0151 
仁果类和

核果类水

果种植 

枇杷 
95% 

露地 喷灌 
90 115 105 

保护地 60 90 75 
50% 

露地 80 95 80 
保护地 65 110 80 

75% 
露地 105 125 110 
保护地 65 120 80 

A0152 
 

葡萄种植 葡萄 

90% 
露地 

滴灌 

130 150 130 

注：表中定额值为现阶段偏先进的节水灌溉模式下的用水定额，各地引用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灌溉管理水

平与区域内地形、土壤、气候及水资源等特点），在标准的基数上下5%～10%范围内取值。其中带*表示作物

只需在播种前少量灌溉，生长期可不灌溉。引用定额时候不必考虑田间水利用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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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1  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单位：m
3
/亩 

灌 溉 分 区 行业 
代码 

类 别 
名 称 

作 物 
名 称 保证率 栽培 

方式 
灌溉 
方式 III区 IV 区 V 区 

50% 10 20 
75% 105 130 柑桔 
90% 

露地 地面灌溉 
180 200 

50% 10 10 
75% 105 120 

A0153 

 
柑橘类种植 柑橘类种植 

柚子 
90% 

露地 地面灌溉 
180 190 

保护地 200 200 200 
50% 

露地 75 80 75 
保护地 235 235 235 

75% 
露地 180 190 180 
保护地 260 260 260 

A0159 
其他水果种

植 
草莓 

90% 
露地 

地面灌溉+
滴灌 

230 240 235 
50% 35 40 40 
75% 60 65 65 A0169 

茶及其他

饮料作物

种植 
茶树 

90% 

露地 喷灌 

90 95 95 
50% 340 340 340 

75% 340 340 340 A0170 
中药材种

植 
铁皮石斛 

90% 

保护地 微喷灌 

340 340 340 

注：表中定额值为现阶段偏先进的节水灌溉模式下的用水定额，各地引用时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灌溉管理水平与区

域内地形、土壤、气候及水资源等特点），在标准的基数上下5%～10%范围内取值。其中带*表示作物只需在播种前

少量灌溉，生长期可不灌溉。引用定额时候不必考虑田间水利用系数。铁皮石斛基质浸泡用水量170立方米/亩。 

 

表 2  林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作物名称 单位 定额值 

A0212 育种和育苗 苗木 立方米/亩 50～100 

注：表中定额值对应的灌溉方法为喷灌、微灌。  

 

 

表 3  蓄牧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产品名称 单位 定额值 

A0311 牛的饲养 牛 升/（头.日） 80～100 

A0313 猪的饲养 猪 升/（头.日） 10～20 

A0314 羊的饲养 羊 升/（头.日） 8～10 

A0321 鸡的饲养 蛋鸡 升/（头.日） 0.2～0.5 

A0322 鸭的饲养 鸭 升/（头.日） 1.5～2.0 

A0329 其他家禽饲养 兔 升/（头.日） 3.0～3.5 

注：表中定额值指农村牲畜、家禽饲养业用水，包括牲畜规模化养殖场地冲洗、牲畜饮用、饲料清洗及拌和用  

    水（不包括牲畜养殖场地的降温用水）等。引用时，定额标准范围内养殖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取高值；反  

之取低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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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渔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产品名称 单位 定额值 

对 虾、罗氏虾 立方米/（亩.年） 3500～4000 

甲 鱼 立方米/（亩.年） 2800～4000 

加州鲈鱼 立方米/（亩.年） 1500～2500 

四大家鱼 立方米/（亩.年） 500～1000 

黑鱼 立方米/（亩.年） 500～1000 

螺蛳青 立方米/（亩.年） 1000～1500 

桂花鱼 立方米/（亩.年） 2500～3500 

鲟 鱼 立方米/（亩.年） 3000～4000 

鳗 鱼 立方米/（亩.年） 3500～4200 

罗非鱼 立方米/（亩.年） 3500～4000 

鲶 鱼 立方米/（亩.年） 1500～2500 

A0412 内陆养殖 

淡水白鲳 立方米/（亩.年） 1500～2000 

注：表中定额指规模化淡水养殖成鱼所需的养殖期换水量和补水量。对于室外养殖，则不包括养殖鱼塘排干晒 

消毒后的第一次补水。  

 
表 5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非城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产品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120～160 

全日供水 

室内有给排水设施且卫生设

施齐全 

100～140 

全日供水 

室内部分有给排水设施且卫

生设施较齐全 

70～100 

全日供水 

水龙头入户、室内部分有给排

水设施和卫生设施 

60～90 
水龙头入户 

无卫生设施 

D4610 
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 

自来水生产和供

应 
升/（人.日）

40～70 
集中供水点取水的边远海岛

及偏僻山区 

注：取用表中定额值需综合考虑当地水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水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取高值， 

反之取低值。其中全日供水指日供水时间在14小时以上。本表适用于非城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农村居民  

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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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B0910 常用有色金属矿采选 铅锌矿采选 立方米/吨 5.0～20  

 

 

表 7  非金属矿采选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莹石粉 立方米/吨 1.9～2.9  

海砂淡化 立方米/吨 0.6~0.7  
B1010 其他采矿业 

建筑石料 立方米/吨 0.4～0.6  

 

 

表 8  农副食品加工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1320 饲料加工 饲料 立方米/吨 0.3～0.4  

C1331 食用植物油加工 米糠油 立方米/吨 2.0～5.0  

C1351 牲畜屠宰 生猪屠宰加工 立方米/头 0.5～1.0  

冻鱼 立方米/吨 6.0～25  

冻虾仁 立方米/吨 18～40  C1361 水产品冷冻加工 

冻梭子蟹 立方米/吨 4.0～11  

C1362 鱼糜制品及水产

品干腌制加工 鱼糜 立方米/吨 13~48  

C1363 水产饲料制造 鱼粉饲料 立方米/吨 0.4  

C1371 蔬菜加工 速冻蔬菜 立方米/吨 12~34  

C1392 豆制品制造 豆制品 立方米/吨 9.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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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食品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1419 
饼干及其他焙烤食

品制造 
饼干 立方米/吨 2.6~3.0  

果冻 立方米/吨 13  
C1421 糖果、巧克力制造 

糖果 立方米/吨 3.0～5.0  

C1453 蔬菜、水果罐头制造 水果罐头 立方米/吨 8.0～25  

C1492 保健食品制造 乌药颗粒 立方米/吨 250  

C1494 盐加工 盐 立方米/吨 0.5  

C1495 
食品及饲料添加剂

制造 

动物饲料添加

剂 
立方米/吨 80  

 

表 10  饮料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1513 啤酒制造 啤酒 立方米/吨 2.9～4.3  

果肉饮料 立方米/吨 0.9~1.1  
C1523 

果菜汁及果菜汁

饮料制造 
果汁饮料 立方米/吨 2.5~4.0  

C1530 精制茶加工 茶叶 立方米/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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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纺织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1711 棉纺纱加工 特斯林布 立方米/万米 45  

C1712 棉织造加工 棉布 立方米/万米 10  

C1713 棉印染精加工 精加工棉印染 立方米/吨 2.5  

C1721 
毛条和毛纱线加

工 
毛纱纺织 立方米/吨 60~150  

C1723 毛染整精加工 毛纱印染 立方米/吨 45～90  

C1751 化纤织造加工 
化学纤维防水

布 
立方米/万米 10~20  

C1761 
针织或钩针编织

物织造 
针织坯布 立方米/吨 50~80  

阔幅床单 立方米/万条 860～2500  
C1771 床上用品制造 

棉毯 立方米/万条 750～950  

C1773 
窗帘、布艺类产

品制造 
靠垫 立方米/万个 35  

C1779 
其他家用纺织制

成品制造 
布制家居用品 立方米/万只 130  

C1781 非织造布制造 无纺布 立方米/吨 4～10  

C1782 绳、索、缆制造 特斯林网布 
立方米/万平

方米 
15  

C1783 
纺织带和帘子布

制造 
农用纺织水带 立方米/万米 15  

C1784 篷、帆布制造 
凉棚、帐蓬、

遮阳蓬 
立方米/万套 500~2500  

立方米/万平

方米 
15  

C1789 
其他纺织制成品

制造 
滤布 

立方米/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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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1810 机织服装制造 梭织服装 立方米/万件 80～120  

C1820 
针织或钩针编织

服装制造 
针织服装 立方米/万件 150～200  

C1830 服饰制造 运动帽 立方米/万顶 10  

 

 

表 13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皮革 立方米/万平方米 1000  
C1910 皮革鞣制加工 

猪皮服装革 立方米/万张 1500  

C1922 
皮箱、包（袋）

制造 
皮箱 立方米/万只 80  

C1923 
皮手套及皮装饰

制品制造 
真皮手套 立方米/万双 20~40  

冷粘鞋、注塑鞋 立方米/万双 0.05 单价几十元
C1952 皮鞋制造 

高档皮鞋  立方米/万双 180 单价几百元

C1953 塑料鞋制造 塑料鞋底 立方米/万双 30  

C1954 橡胶鞋制造 橡胶鞋 立方米/万双 1.8  

C1959 其他制鞋业 仿革片 立方米/万张 40  

 

 

表 14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草制品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021 胶合板制造 胶合板 立方米/立方米 1.7~2.2  

C2022 纤维板制造 密度板 立方米/立方米 0.5~2.0  

C2029 其他人造板制造 铝塑板 立方米/万平方米 350  

茶具 立方米/万片 400  
C2039 

软木制品及其他

木制品制造 木制马桶盖 立方米/万件 350  

C2041 竹制品制造 竹制菜板 立方米/万件 0.1  

C2042 藤制品制造 藤条加工 立方米/吨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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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  家具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木制洁具 立方米/万件 400  
C2110 木质家具制造 

木质家具 立方米/万件 1500  

C2120 竹、藤家具制造 藤编家具 立方米/万件 200  

C2130 金属家具制造 金属座椅 立方米/万件 300~2000  

C2140 塑料家具制造 塑料家具 立方米/万件 350  

其他家具 立方米/万件 500  
C2190 其他家具制造 

床垫 立方米/万件 2700  

 

表 16  造纸及纸制品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221 
机制纸及纸板制

造 
包装纸 立方米/吨 5  

C2222 手工纸制造 手工纸板 立方米/吨 10  

C2231 
纸和纸板容器制

造 
瓦楞纸箱 立方米/万平方米 0.05  

C2239 其他纸制品制造 
一次性纸浆模餐

具 
立方米/吨 20  

 

表 17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311 书、报刊印刷 印刷品印制 
立方米/万对开

张 
0.1  

C2312 本册印制 笔记簿制造 立方米/万本 8~12  

包装装潢及其他

印刷 
立方米/吨 12  

C2319 
包装装潢及其他

印刷 
包装装潢 立方米/箱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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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411 文具制造 文具生产 立方米/吨 1.0  

C2431 雕塑工艺品制造 木园艺用品 立方米/万只 1.0  

金属工艺品 立方米/万件 22  

C2432 金属工艺品制造 
金属工艺标牌 

立方米/万平方

米 
100  

C2433 漆器工艺品制造 漆器工艺品 立方米/万个 25  

C2435 
天然植物纤维编

织工艺品制造 
草编工艺品 立方米/万顶 20  

C2436 
抽纱刺绣工艺品

制造 
抽纱刺绣工艺品 立方米/万套 200  

C2437 地毯、挂毯制造 地毯 立方米/万张 30  

C2438 
珠宝首饰及有关

物品制造 
珠宝首饰加工 立方米/万条 22  

C2439 
其他工艺美术品

制造 

工艺汽车装饰座

垫 
立方米/万套 50  

C2450 玩具制造 木制玩具 立方米/万套 110  

 

 

表 19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511 
原油加工及石

油制品制造 
润滑油 立方米/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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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614 有机化学原料制造 有机化学原料 立方米/吨 1.0~80  

液氮 立方米/立方米 0.8  

液氧 立方米/立方米 1.3  C2619 
其他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 
氧气 立方米/吨 0.3  

三唑磷 立方米/吨 40  
C2631 化学农药制造 

溴甲烷 立方米/吨 3.3  

涂料 立方米/吨 1.5～3.0  
C2641 涂料制造 

船舶油漆 立方米/吨 0.8  

彩印油墨 立方米/吨 25  
C2642 

油墨及类似产品

制造 油墨产品 立方米/吨 3.0～4.5  

C2644 染料制造 染料 立方米/吨 10～40  

C2645 密封用填料及类

似品制造 

密封用填料及类

似品 
立方米/吨 1.4  

聚氨酯树酯 立方米/吨 0.8  
C2651 初级形态塑料及

合成树脂制造 不饱和树脂 立方米/吨 1.0  

C2653 合成纤维单（聚

合）体制造 
塑料软包装 立方米/吨 1.0  

C2661 化学试剂和助剂

制造 
阻燃剂 立方米/吨 2.5~5.0  

C2662 专项化学用品制造 专项化学用品 立方米/吨 200  

C2665 环境污染处理专

用药剂材料制造 
空气清新剂 立方米/万罐 1.8  

玻璃胶 立方米/吨 0.05  

精细化工产品 立方米/吨 25  C2669 其他专用化学产

品制造 
502 胶粘剂 立方米/吨 2.0  

C2671 炸药及火工产品

制造 
乳化炸药 立方米/吨 0.5  

染发剂 立方米/吨 1.5  
C2682 化妆品制造 

护肤用化妆品 立方米/吨 45  

C2684 香料、香精制造 香精 立方米/吨 15~25  

C2689 其他日用化学产

品制造 
工艺蜡烛 立方米/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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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医药制品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化学原料药 立方米/吨 500  
C2710 

化学药品原药制

造 醋酸泼尼松原药 立方米/吨 2200  

葡萄糖注射液 立方米/万瓶 30~50 500mL/瓶 
C2720 化学药品制剂制

造 绿药膏 立方米/万瓶 0.2  

C2740 中成药生产 铁皮枫斗晶 立方米/吨 1500  

C2750 兽用药品制造 兽用原料药 立方米/吨 150  

2‐氰基‐4‐溴甲基

联苯 
立方米/吨 30  

脾氨肽口服冻干

粉 
立方米/万支 28  

生物素  立方米/吨 1600   

叶酸  立方米/吨 700   

C2760 生物药品制造 

硝酸咪康唑  立方米/吨 150   

 

 

表 22  化学纤维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822 涤纶纤维制造  涤纶丝  立方米/万支 0.3~0.9  

C2829 
其他合成纤维制

造 
化纤坐垫  立方米/万套 70  

 

表 23  橡胶制品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911 轮胎制造 橡胶轮胎 立方米/万条 1200  

橡胶输送带 立方米/万平方米 60  

橡胶三角带 立方米/万米 15  C2912 
橡胶板、管、带

制造 
橡胶履带 立方米/万条 5800  

C2913 橡胶零件制造 橡胶密封件 立方米/万只 5~20  

C2914 再生橡胶制造 再生胶 立方米/吨 0.5  

C2915 
日用及医用橡胶

制品制造 

日用及医用橡胶

制品 
立方米/万只 3.5  

C2919 
其他橡胶制品制

造 
其他橡胶制品 立方米/万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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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塑料制品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2921 塑料薄膜制造 PVB中间膜 立方米/吨 100  

C2922 
塑料板、管、型

材制造 
塑料管件 立方米/吨 1.5~3.0  

C2923 
塑料丝、绳及编

织品制造 
特斯林网布 立方米/万米 5  

C2924 泡沫塑料制造 发泡塑料 立方米/吨 1.0  

C2925 
塑料人造革、合

成革制造 
人造PU合成革 立方米/万吨 100～200  

C2926 
塑料包装箱及容

器制造 
塑料压力桶 立方米/万只 50~70  

日用塑料制品 立方米/吨 1.1  
C2927 

日用塑料制品制

造 塑料杯 立方米/万只 5.0～15  

C2928 塑料零件制造 塑料密封件 立方米/万米 6.5  

C2929 
其他塑料制品制

造 
真空采血管 立方米/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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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011 水泥制造 水泥 立方米/吨 0.05  

C3012 石灰和石膏制

造 
脱硫石膏 立方米/吨 1.0~3.0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立方米 0.1~0.2  
C3021 水泥制品制造 

管桩 立方米/万米 200~1000  

C3029 其他水泥类似

制品制造 
浴室柜 立方米/套 0.8  

C3031 粘土砖瓦及建

筑砌块制造 

蒸压加气混凝

土砌块 
立方米/立方米 0.2  

C3034 防水建筑材料

制造 

改性沥青防水

卷材 
立方米/万平方米 2.7  

C3035 隔热和隔音材

料制造 
隔热建筑材料 立方米/万立方米 35  

C3041 平板玻璃制造 平板玻璃 立方米/标箱 0.25~0.5  

C3049 其他玻璃制造 汽车安全玻璃 立方米/平方米 0.1  

C3052 光学玻璃制造 路标反光膜 立方米/万平方米 100  

C3054 

日用玻璃制品

制造 
玻璃餐具 立方米/吨 0.8~3.5  

C3056 

玻璃保温容器

制造 
玻璃保温瓶 立方米/万个 380~475  

C3057 

制镜及类似品

加工 
后视镜 立方米/万副 55  

C3059 

其他玻璃制品

制造 
其他玻璃制品 立方米/平方米 0.05  

C3061 

玻璃纤维及制

品制造 

玻璃纤维增强

塑料制品加工 
立方米/吨 70~90  

C3071 

卫生陶瓷制品

制造 

人造石卫浴洁

具 
立方米/套 0.2  

C3072 

特种陶瓷制品

制造 
电瓷 立方米/吨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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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6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110 炼铁 球墨铸铁 立方米/吨 15  

C3130 黑色金属铸造 铸钢件 立方米/吨 2.5~5.0  

C3140 钢压延加工 钢管加工 立方米/吨 1.0  

 

表 27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211 铜冶炼 电解铜 立方米/吨 3.0～4.0  

C3212 铅锌冶炼 电解锌 立方米/吨 13～18  

铝锭（电解） 立方米/吨 1.7～2.2  

立方米/吨 2.0～3.0 拜耳法 

立方米/吨 3.0～4.0 烧结法 
C3216 铝冶炼 

氧化铝 

立方米/吨 2.0～3.0 联合法 

C3222 银冶炼 白银冶炼/银锭 立方米/吨 90~110  

铜合金 立方米/吨 6.0～6.5  
C3240 有色金属合金

制造 铝合金压铸件 立方米/万件 120  

C3250 有色金属铸造 铝铸件 立方米/万套 100  

C3261 铜压延加工 铜棒 立方米/吨 0.7~1.2  

C3262 铝压延加工 铝压延加工 立方米/吨 2.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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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8  金属制品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311 金属结构制造 钢结构加工 立方米/吨 1.5~2.5  

C3312 金属门窗制造 铝合金门窗 立方米/吨 10~15  

C3321 切削工具制造 金属切削工具 立方米/万件 54~68  

C3322 手工具制造 扳手 立方米/万支 18  

C3332 金属压力容器制造 压力锅 立方米/万只 220~300  

C3333 金属包装容器制造 马口铁制罐 立方米/万套 0.25  

C3340 金属丝绳及其制品制造 铜丝 立方米/吨 1.3  

铜锭 立方米/吨 1.8  
C3351 

建筑、家具用金属配

件制造 锁具 立方米/万套 35~45  

C3352 
建筑装饰及水暖管道

零件制造 
水暖器材 立方米/万套 3.5  

C3353 
安全、消防用金属制

品制造 
消防栓 立方米/万套 9.0  

金属表面热处理 立方米/吨 0.5  

立方米/万套 10  C3360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

理加工 电镀加工 
立方米/平方米 0.15  

C3373 搪瓷卫生洁具制造 搪瓷卫生洁具 立方米/套 0.6  

C3381 金属制厨房用器具制造 不锈钢水龙头 立方米/万套 120  

不粘锅 立方米/万只 200  
C3382 金属制餐具和器皿制造 

压力锅配件 立方米/万只 0.4  

盥洗盆不锈钢过

滤器 
立方米/万个 35  

C3383 金属制卫生器具制造 

金属卫生洁具 立方米/万套 1100  

C3389 其他金属制日用品制造 铝箔纸制品 立方米/万盒 5.5  

C3391 
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

制造 
铝镁合金 立方米/万件 850  

C3392 
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

属标牌制造 
反光布 立方米/万米 8  

C3399 
其他未列明金属制品

制造 
锡焊条 立方米/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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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通用设备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412 内燃机及配件制造 汽油机 立方米/万台 150～200  

C3414 水轮机及辅机制造 液力变矩器 立方米/台 8  

C3421 金属切削机床制造 数控机床 立方米/台 1.0  

C3422 金属成形机床制造 金属成形机床 立方米/台 8  

C3424 
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

制造 
电焊机 立方米/万台 400~600  

C3425 机床附件制造 钻夹头 立方米/万只 0.01  

C3433 生产专用车辆制造 叉车 立方米/台 3.5～4.4  

C3434 连续搬运设备制造 缝纫机 立方米/台 0.15  

C3435 
电梯、自动扶梯及升降

机制造 
电梯 立方米/台 3.6～4.5  

水泵 立方米/万台 500  
C3441 泵及真空设备制造 

汽车油泵 立方米/万台 100  

C3442 气体压缩机械制造 空气压缩机 立方米/台 0.05~0.1  

立方米/吨 3.6  
C3443 阀门和旋塞制造 阀门 

立方米/万套 260~400  

C3444 
液压和气压动力机械

及元件制造 
液压工具 立方米/万只 400  

滑动轴承 立方米/万套 40～50  
C3451 轴承制造 

轴承配件 立方米/万套 12  

C3452 
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

制造 

齿轮及齿轮减、变速

箱 
立方米/万件 90  

C3462 风机、风扇制造 空调风机 立方米/台 0.3  

水净化设备 立方米/吨 6  
C3463 

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

设备制造 蒸发器 立方米/台 0.2  

空调机配件 立方米/万只 5.0  
C3464 制冷、空调设备制造 

空调铜管接头 立方米/万件 15  

C3465 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 电锤 立方米/万台 280  

C3468 包装专用设备制造 捆绑器系列 立方米/万只 18  

C3474 复印和胶印设备制造 复印胶印设备机械 立方米/台 1.0  

C3481 金属密封件制造 金属密封件 立方米/万个 180  

C3482 紧固件制造 紧固件 立方米/吨 0.2  

C3483 弹簧制造 弹簧 立方米/万件 9.0~10  

C3484 机械零部件加工 热交换器 立方米/台 0.5  

C3489 其他通用零部件制造 通用零部件 立方米/万套 6  

C3490 其他通用设备制造业 燃油发生器 立方米/台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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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专用设备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511 矿山机械制造 矿山钎头 立方米/万只 5~20  

C3513 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 建筑机械配件 立方米/套 1.0  

铝塑复合板生

产流水线 
立方米/套 360  

C3515 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 

切割机 立方米/台 1.5  

C3516 冶金专用设备制造 不锈钢阴极板 立方米/万张 250  

化工浓缩反应

混合罐 
立方米/台 2.0  

C3521 
炼油、化工生产专用设备

制造 
化工机械设备 立方米/台 0.6  

C3523 塑料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吹塑机 立方米/套 70  

C3524 木材加工机械制造 木材加工机械 立方米/台 20.5~22  

汽车灯具 立方米/万台 359  
C3525 模具制造 

模具 立方米/副 45  

C3531 
食品、酒、饮料及茶生产

专用设备制造 
加工专用设备 立方米/套 26  

C3532 农副食品加工专用设备制造 加工专用设备 立方米/套 112~124  

C3533 烟草生产专用设备制造 烟机配件 立方米/件 1.0  

C3542 印刷专用设备制造 纺织机械配件 立方米/套 0.2  

C3544 制药专用设备制造 制药机械 立方米/台 650  

C3551 纺织专用设备制造 
纺织机械零部

件 
立方米/万只 25  

C3553 缝制机械制造 工业缝纫机 立方米/台 0.05~0.25  

C3572 机械化农业及园艺机具制造 
机械化农业及

园艺机具 
立方米/台 5.8  

C3575 渔业机械制造 增氧机 立方米/万台 900  

C3576 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 农机配件 立方米/套 0.5  

C3581 
医疗诊断、监护及治疗设

备制造 
医化设备 立方米/万台 900  

输液器 立方米/万支 0.6~0.8  
C3584 

医疗、外科及兽医用器械

制造 注射器 立方米/万支 0.2  

C3591 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 
组合式污水处

理装置 
立方米/吨 6.3  

C3594 
商业、饮食、服务专用设

备制造 

美发用椅及配

件 
立方米/万张 300  

C3595 
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

制造 
灭火器 立方米/万张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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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610 汽车整车制造 小轿车 立方米/辆 6～18  

机油冷却器 立方米/万只 700  

减震器 立方米/万只 150  

调整臂 立方米/万只 15  
C3660 

汽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 

螺栓类 立方米/万只 0.6  

 

表 32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713 
铁路机车车辆配

件制造 
KC20A电连接器 立方米/套 0.25  

C3714 
铁路专用设备及

器材、配件制造 
高铁橡塑扣件 立方米/吨 25  

C3731 金属船舶制造 民用钢质船 立方米/吨位 60~100  

液压锚机 立方米/套 15  
C3734 

船用配套设备制

造 船舶设备 立方米/吨 3  

C3741 飞机制造 飞机零件 立方米/套 3  

C3751 摩托车整车制造 摩托车 立方米/辆 0.7～0.9  

C3752 
摩托车零部件及

配件制造 

摩托车液压盘式

制动器 
立方米/万套 150~250  

C3761 
脚踏自行车及残

疾人座车制造 
自行车 立方米/辆 0.1~0.12  

C3762 助动自行车制造 助动自行车 立方米/辆 0.1～0.2  

C3770 
非公路休闲车及

零配件制造 
卡丁车 立方米/辆 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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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811 
发电机及发电机

组制造 
发电机 立方米/万台 300~1000  

C3812 电动机制造 电动机 立方米/万台 300～600  

C3819 
微电机及其他电

机制造 
齿轮 立方米/万件 5  

C3821 
变压器、整流器

和电感器制造 
变压器 立方米/万千伏安 100  

C3822 
电容器及其配套

设备制造 
电容器 立方米/万台 70  

开关按钮 立方米/万个 5  
C3823 

配电开关控制设

备制造 高压开关柜 立方米/台 1.2  

C3825 
光伏设备及元器

件制造 
太阳能光伏组件 立方米/兆瓦 2000  

C3831 电线、电缆制造 电缆线 立方米/千米 0.5~4.0  

C3833 绝缘制品制造 防静电材料 立方米/万只 300  

C3841 锂离子电池制造 移动电源 立方米/万Ah 13~15  

C3851 
家用制冷电器具

制造 
家用制冷电器 立方米/万台 1500  

C3852 
家用空气调节器

制造 
空调 立方米/台 0.15~0.20  

C3856 
家用美容、保健

电器具制造 
电吹风 立方米/万只 400  

C3857 
家用电力器具专

用配件制造 
热水器配件 立方米/万只 180  

C3859 
其他家用电力器

具制造 
电热干手机 立方米/万台 800  

C3861 

燃气、太阳能及

类似能源家用器

具制造 

淋浴房 立方米/万套 3000  

C3869 
其他非电力家用

器具制造 
炭烤炉 立方米/万套 2600  

普通照明灯泡 立方米/万只 25~35  
C3871 电光源制造 

节能灯 立方米/万只 10~30  

C3872 照明灯具制造 节日灯（装饰灯） 立方米/万套 80  

C3879 
灯用电器附件及其

他照明器具制造 
镇流器 立方米/万个 20～30  

C3899 
其他未列明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 
电表箱、互感器 立方米/万台 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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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计算机、通信及电子设备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3911 计算机整机制造 笔记本电脑 立方米/万台 200~500  

C3912 计算机零部件制造 计算机外部设备 立方米/台 0.01~0.15  

C3921 通信系统设备制造 电视卫星接收器 立方米/套 1.5  

C3922 通信终端设备制造 通讯传输设备 立方米/万只 15  

C3932 
广播电视接收设备

及器材制造 

有线电视配套设

备 
立方米/万条 4.5  

C3939 
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

广播电视设备制造 
广告车 立方米/辆 10  

C3951 电视机制造 彩色液晶电视机 立方米/万台 224~280  

C3969 
光电子器件及其他

电子器件制造 
光学元器件 立方米/万片 45  

C3971 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 电子电压控制器 立方米/万个 0.02  

C3972 印制电路板制造 印刷线路板 立方米/万平方米 250  

 

表 35  仪器仪表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4012 电工仪器仪表制造 
电工仪器仪表

制造 
立方米/套 8  

C4014 实验分析仪器制造 分析仪器制造 立方米/台 0.65  

C4019 
供应用仪表及其他

通用仪器制造 

单相静止式复

费率电能表生

产 

立方米/万块 60  

C4022 
运输设备及生产用

计数仪表制造 

汽车仪器仪表

制造 
立方米/万台 210~230  

C4041 光学仪器制造 

光电子元器件、

光学元器件制

造及加工等 

立方米/万套 45  

C4042 眼镜制造 眼镜 立方米/万副 25~30  

C4090 
其他仪器仪表制造

业 

空调维修设备、

工具 
立方米/万台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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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其他制造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4119 其他日用杂品制造 钮扣 立方米/万粒 2  

 

 

表 37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4210 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 废钢（铁）铸造 立方米/吨 0.8~1.2 废物再利用 

C4220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的加工处理
固体废物加工

处理 
立方米/吨 4  

 

 

表 38  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C4342 船舶修理 船舶修理 立方米/艘 300  

 

 

 

 

表 39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装机容量

≥300MW 
立方米/兆瓦时 0.15～0.3 海水直流冷却 

D4411 火力发电 

垃圾焚烧发电 立方米/兆瓦时 6.5～7.5  

D4430 热力生产和供应 蒸汽 立方米/GJ 1.08~1.1  

 

 

表 4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D4500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管道煤气供应 立方米/万立方米 1.8  

 

 

表 41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取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 别 名 称 产 品 名 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 注 

D4610 自来水生产和供应 自来水 立方米/立方米 1.05～1.2 地表水为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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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房屋建筑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商品混凝土 立方米/平方米 0.6 
按建筑面积为基

数，综合指标 E4700 房屋建筑业 

现浇混凝土 立方米/平方米 1.2  
 

 

表 43 零售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F5210 综合零售 
商场、超市、专

业市场 
升/（平方米·日） 3 面积5千m2以上

 

 

表 44  交通运输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机场 升/人·日 50 
按该站一日的运输旅客数为

基数。综合指标 

火车站 升/人·日 25  
长途汽车站 升/辆·日 320 综合指标 

G5410 
城市公共交通

运输 

城市公共交通 升/辆·日 500  
 

 

表 45  住宿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五星级 650 以床位数量为基数

三、四星级 600  H6110 旅游饭店 

一、二星级 

升/（床·日） 

300  
H6120 一般旅馆 招待所、旅社 升/（床·日）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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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餐饮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高档酒楼 升/（平方米·日） 25 面积3千m2以上 

中档酒楼 升/（平方米·日） 20 面积1千-3千m2 

一般饭店 升/（平方米·日） 20 面积1千m2以下 
H6210 正餐服务 

西餐馆 升/（平方米·日） 20 以西餐为主 

H6220 快餐服务 
盒饭、小吃、粥、粉、

面之类店 
升/（平方米·日） 20  

茶馆 升/（平方米·日） 10 

咖啡馆 升/（平方米·日） 10 

酒吧 升/（平方米·日） 8 
H6230 饮料及冷饮服务 

其他饮料及冷饮服务 升/（平方米·日） 60 

按营业面积为基数 

 

表 47  公共设施管理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浇洒道路和场地 升/（平方米·日） 1.5  
N7820 环境卫生管理 

市内公厕 升/（坑位·日） 400 以坑位数量为基数

0.6 1、4季度 
N7840 绿化管理 绿化 升/（平方米·日）

2.0 2、3季度 

N7850 
公园和游览景区

管理 
公园 升/（平方米·日） 0.6  

 

表 48  居民服务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O7940 理发及美容服务 美容、美发 升/（平方米·日） 25  

高档洗浴场所 升/（平方米·日） 60  
O7950 洗浴服务 

公共大众浴室 升/（平方米·日） 45  

O7960 保健服务 足疗 升/（平方米·日） 60  

 

 

表 49  其他服务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升/（辆·次） 40 轿车 

升/（辆·次） 50 小型车 

升/（辆·次） 55 中型车 
O8011 

汽车、摩托车修

理与维护 
洗车 

升/（辆·次） 90 大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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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0  教育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50 住宿 
P8210 学前教育 幼儿园、托儿所 升/（学生·日）

30 不住宿 

70 住宿 
P8220 初等学校 小学 升/（学生·日）

30 不住宿 

110 住宿 
初中、高中 

40 不住宿 

120 住宿 
P8230 中等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 

升/（学生·日）

50 不住宿 

普通高等 130  
P8240 高等教育 

成人高等 
升/（学生·日）

150  

 

 

表 51  卫生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综合医院 升/（床·日） 600  
Q8310 医院 

中医医院 升/（床·日） 200  

Q8330 门诊部 诊所、医务室 升/（人·次） 15  

 

 

表 52  社会工作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Q8414 
老年人、残疾人

养护服务 
养老院 升/（床·日） 130  

 

 

表 53  文化艺术业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R8650 电影放映 电影院 升/（平方米·日） 3  

R8720 艺术表演场馆 剧院、大礼堂 升/（平方米·日） 1  

R8731 图书馆 图书馆 升/（平方米·日） 2  

R8760 纪念馆 纪念馆 升/（平方米·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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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体育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游泳池 
每日补充新水占

泳池容积 
10%  

R8820 体育场馆 
体育场馆（不含游泳

池用水） 
升/（平方米·日） 2  

R8830 休闲健身活动 健身房 升/（平方米·日） 10  

 

 

表 55  国家机构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80~110 有食堂 
办公楼、写字楼

10~30 无食堂 

人民解放军、武

警部队 
120  

S9120 国家机构 

消防部队 

升/（人·日） 

650  

S9190 监狱 看守所 升/（人·日） 160  

 

 

表 56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定额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ED101 城市居民 
城市居民生活用

水 
升/（人·日） 160-180 

根据本地水资源条件和经济发展水

平在相应的范围内确定用水定额 

 

 

表 57  农村居民生活用水定额（城市供水管网覆盖范围） 

行业代码 类别名称 分项名称 定额单位 定额值 备注 

ED102 农村居民 
农村居民生活用

水 
升/（人·日） 120-160 

根据本地水资源条件和经济

发展水平在相应的范围内确

定用水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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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农业灌溉分区 

（资料性附录） 
农业灌溉分区 

农业灌溉分区见附表 

附表  农业灌溉分区 

分区号 III IV V 

县（市、区） 浙东沿海平原区 山 区 海岛地区 

椒江区 
海门街道、白云街道、葭沚街道、洪家街道、 
三甲街道、下陈街道、前所街道、章安街道 

／ 大陈岛 

黄岩区 
东城街道、南城街道、西城街道、北城街道、 
澄江街道、高桥街道、新前街道、江口街道、 
院桥镇、沙埠镇、头陀镇 

宁溪镇、北洋镇、屿头乡、上郑乡、 
富山乡、茅畲乡、上垟乡、平田乡 

／ 

路桥区 
路南街道、路北街道、峰江街道、桐屿街道、 
螺洋街道、金清镇、蓬街镇、横街镇、新桥镇 

／ ／ 

临海市 
江南街道、大田街道、大洋街道、古城街道、 
邵家渡街道、涌泉镇、汛桥镇、沿江镇、 
杜桥镇、上盘镇、桃渚镇 

白水洋镇、括苍镇、永丰镇、河头镇、 
东塍镇、尤溪镇、小芝镇  ／ 

三门县 海润街道、健跳镇、浦坝港镇、花桥镇  海游街道、珠岙镇、高枧乡、亭旁镇、横渡镇、沙
柳街道  蛇蟠乡 

仙居县 ／ 

安洲街道、南峰街道、福应街道、下各镇、 
大战乡、白塔镇、官路镇、田市镇、皤滩镇、 
横溪镇、埠头镇、安岭镇、溪港镇、湫山镇、 
淡竹镇、上张镇、步路镇、朱溪镇、双庙镇、 
广度镇 

／ 

天台县 ／ 

赤城街道、始丰街道、福溪街道、 
白鹤镇、石梁镇、街头镇、平桥镇、坦头镇、 
三合镇、洪畴镇；三州乡、龙溪乡、雷峰乡、 
南屏乡、泳溪乡 

／ 

温岭市 

太平街道、城东街道、城西街道、城北街道、 
横峰街道、泽国镇、大溪镇、松门镇、箬横镇、 
新河镇、石塘镇、滨海镇、石桥头镇、 
温峤镇 

／  城南镇、坞根镇 

玉环县   ／ 
玉城街道、坎门街道、大麦屿街道、楚门
镇、清港镇、芦浦镇、干江镇、沙门镇、
龙溪乡、鸡山乡、海山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