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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单体在棉纤维上的 γ 辐射接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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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氮气气氛下用 γ 射线辐照的方法在棉纤维上接枝苯乙烯/马来酸酐、苯乙烯/甲基丙烯酸二甲胺乙酯、苯乙烯/
醋酸乙烯酯二元单体. 研究了溶液中单体的浓度和二元单体的摩尔比等条件对接枝率的影响, 并探讨了两种单体的竞
聚率对接枝率、接枝膜的组成及性能的影响. 结果表明决定二元接枝生成物结构比例的是二元单体的比例及其竞聚率.
接枝产物的红外、热重分析进一步佐证了竞聚率对不同二元单体体系接枝生成物结构的影响. X 射线衍射结果表明棉纤
维素上接枝不同的二元单体后均引起结晶度的下降, 而且结晶度随接枝率的增加而降低, 证明二元接枝反应是从纤维
素无定型区通过第三相向结晶区逐步扩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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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Grafting of Binary Monomers onto Cotton Cellul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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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diation-induced grafting of binary vinyl monomers of styrene (St)/maleic anhydride (MAn),
St/dimethylamino ethyl methacrylate (DMAEMA) and St/vinyl acetate (VAc) onto cotton cellulose was carried out by γ-radiation from a 60Co source at room temperature under nitrogen. The effect of the concentration of initial comonomer, the molar ratio of both monomers in the grafting solution, etc., on the grafting
yield was investigated, and the effects of the reactivity ratio of two monomers on the grafting yield,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the grafted copolymers were discussed.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he decisive factor of the composition of the grafted copolymers was the reactivity ratio and the molar ratio of two
monomers, which was testified further by the analyses of the IR and TGA. X-ray diffrac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rystallinity was redu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the grafting yield, which proved that the grafting of
binary comonomers onto cotton cellulose extended from the third phase to the crystallized region.
Keywords styrene; maleic anhydride; dimethylamino ethyl methacrylate; vinyl acetate; cotton cellulose;
radiation-induced grafting; reactivity ratio

棉纤维(cotton cellulose)是一种传统的高分子材料,

性、耐磨性、耐久烫性、耐火性、弹性和尺寸稳定性等

人类从很早就开始开发和利用这种丰富的资源. 在人们

方面还有待改进. 为了更好和更广泛地利用棉纤维, 多

的日常生活和现代工业中, 棉纤维都是不可缺少的原材

年前开始了对棉纤维的改性研究[1], 其中接枝共聚和交

料. 尽管各种合成纤维已经面世, 并且也具备价廉物美

联是两种重要的改性方法. 棉纤维接枝共聚物既具有纤

的特点, 但它们却都无法在应用中完全取代棉纤维. 然

维素固有的优良特性, 又具有接枝共聚支链所赋予的新

而棉纤维本身也有一些不足和缺点, 在抗油性、抗折皱

性能, 可以有效地改善棉纤维的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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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纤维素的共辐照接枝, Garnett 等[2

～4]

作了大量

干燥至恒重. 接枝率(GY)用下面的公式进行计算:

的研究, 主要研究了共辐照接枝的各种反应条件, 如单

GY =

体浓度、剂量率、剂量和温度等的影响, 并且讨论了溶
剂及体系酸度对接枝的影响. 二元单体共辐射接枝研究
也有报道 [5

～ 8]

, 但很少讨论接枝率变化的原因. 与单一

单体接枝相比, 二元单体接枝可以明显增加总接枝率,

1445

mg − mo
×100%
mo

(1)

其中 mg 和 mo 分别为接枝后的和接枝前的棉纤维的质量.

1.3.2 棉纤维接枝生成物的结构测定
用红外光谱测定接枝物的特征吸收峰, 吸收模式波

可以将一些反应活性低的单体, 比如马来酸酐接枝到基

－

材上, 另外还可以通过接枝不同性质的功能单体使基材

长为 4000～500 cm 1, 验证是否为二元接枝.

同时含有不同特性的基团(酸性、碱性或中性)、扩大接

1.3.3 棉纤维接枝生成物的热稳定性测定

枝产物的用途. 由此可见, 研究二元单体共辐射接枝规

取真空干燥后的没有接枝及接枝以后的棉纤维 2～

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选用苯乙烯(St)和马来酸酐

5 mg, 在氮气氛围下从室温升温到 600 ℃, 所有的分析

(MAn), St 和甲基丙烯酸二甲胺乙酯(DMAEMA), 以及

都保持恒定的升温速率 10 ℃•min 1. 通过热重分析可

St 和醋酸乙烯酯(VAc)三种竞聚率关系完全不同的二元

以确定是否有不同的单体接枝在棉纤维上, 并测定接枝

体系在棉纤维上辐射接枝共聚, 验证用竞聚率来估算二

物的热稳定性.

元单体接枝生成物的组成以及竞聚率对接枝率的影响.

1.3.4 棉纤维接枝生成物结晶度的测定

1 实验部分

－

用 X 射线多晶粉末衍射来测定接枝后棉纤维结晶
度的变化. 测量以 Cu Kα 为靶, σ＝0.154 nm, DS＝0.5°,
－

试剂

1.1

棉纤维为市售棉布. 将市售棉布用无水乙醇在索氏
提取器中纯化 5 h, 然后在 1%的 NaOH 水溶液中煮沸
3 h, 再用蒸馏水洗至中性, 最后在烘箱和真空干燥箱中
干燥; DMAEMA (99%, Acros), 减压蒸馏纯化; MAn (分
析纯), 北京医药公司北京采购站; VAc (99%, Acros); St
(99%, Acros); 其它试剂均为分析纯, 未经进一步纯化
处理.
1.2

SS＝0.5°, RS＝0.3 mm, scan speed＝4 (°)•min 1, step＝
0.02°.

2 结果与讨论
2.1

溶剂对一元单体在棉纤维上辐射接枝的影响
在棉纤维素/单体/溶剂体系中溶剂的性质对单体在

基材上接枝共聚反应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这一反应是
扩散控制过程, 即只有单体能顺利扩散到纤维素的接枝

仪器

反应的活性点并与之作用才能产生接枝共聚的效果. 我

钴-60 γ 射线源,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们曾对一元单体辐射接枝中溶剂效应进行过研究[9], 本

Nicolet Magna-IR 750 型 红 外 光 谱 仪 ( 美 国 ); Dupout

文主要进行 St 与 Man, DMAEMA 或 VAc 二元单体在棉

1090B TGA951 型热重分析仪; Rigacu Dmax 2000 (日

纤维上辐射接枝的研究, 所以我们先选择了二氯甲烷、

本)多晶粉末 X 衍射仪; TA Instruments DSC Q100 差热

二氧六环、甲醇、丙酮和甲苯 5 种溶剂进行 St 在棉纤

分析仪; OHAUS AP250D 十万分之一天平.

维素上的辐射接枝. 结果表明, 能在棉纤维素上产生接

1.3

实验方法

1.3.1 棉纤维的辐射接枝
将预处理过的棉纤维切割成 1.4 cm×4.0 cm 的长方
形, 称重后将其放入装有配制好的含有苯乙烯/马来酸
酐、苯乙烯/甲基丙烯酸二甲胺乙酯或苯乙烯/醋酸乙烯
酯二元单体溶液的试管中, 使棉纤维完全浸入溶剂中.
然后通入氮气 10 min 后密封, 在室温下, 用钴-60 γ 射线
进行辐照接枝. 将接枝后的棉纤维取出, 用丙酮浸泡清
洗 20 h (中间多次更换新的丙酮), 洗掉吸附在棉纤维表
面的单体以及聚合物(实验证明达到清洗目的). 然后将
接枝后的棉纤维放入真空干燥箱中, 在 60 ℃的条件下

枝率最大的是棉纤维素的良溶胀剂甲醇 , 其次是丙酮 ,
而在其它所选溶剂中接枝率甚低.

Man, DMAEMA 或 VAc 三种单体在所选的甲醇和
丙酮溶剂中辐射接枝的行为除它们本身与纤维素辐射
接枝反应能力外溶剂的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 ( 见图 1).
如 DMAEMA 在丙酮中接枝率比 St 低, 而在甲醇中却比

St 高很多, VAc 在两种溶剂中接枝率都很低, 而 MAn 本
身的聚合能力极低, 在棉纤维素上即使能有单个分子的
“接枝”反应, 也形不成接枝链, 故用重量法基本测不出
接枝率. 溶剂对一元单体接枝反应的影响在二元单体接
枝中会变得更为复杂.

化 学 学 报

1446

Vol. 63, 2005

St/VAc 二元体系的接枝率开始随着 St 加入而下降, 当
－

－

St 浓度为 0.4 mol•L 1, VAc 浓度为 1.6 mol•L 1 时有最小
值, 呈反协同效应. 总之在二元单体辐射接枝体系中单
体比例的变化对接枝率影响是完全不同的.

图 1

不同浓度的单体在丙酮溶液(a)和甲醇溶液(b)中的接枝

率
Figure 1 Grafting yield as a function of concentration of
monomer in acetone (a) and methanol (b)
－

■ St， ●DMAEMA， ▲ Vac; dose rate: 46 Gy•min 1; dose: 16.5 kGy

2.2

二元单体在棉纤维素上辐射接枝规律的研究

2.2.1 溶剂对二元单体接枝的影响

图 2

对比图 2 中(a)和(b), 除了溶剂不同外, 其它条件都
相同, 但接枝率的曲线却大不相同, 可见溶剂对二元单
体接枝的影响很大 . 溶剂在接枝过程中存在两种作用 ,
一种是对单体之间共聚反应的促进或抑制作用, 另一种

不同浓度的二元单体在丙酮溶液(a)和甲醇溶液(b)中的

接枝率
Figure 2 Grafting yield as a function of concentration of comonomer in acetone (a) and methanol (b)
－

■ St/Man, ● St/DMAEMA, ▲ St/Vac; dose rate: 46 Gy•min 1; dose: 16.5
kGy

是对单体扩散到接枝表面的促进或抑制. 在辐射接枝共
聚中, 这两种作用共同决定了接枝共聚的反应速率, 而
对于不同的单体, 这种作用是不完全相同的, 对于二元

2.2.3 二元单体共聚中竞聚率与其接枝反应的关系
二元单体接枝反应的研究还很不深入, 但相应的二

共辐照接枝而言, 溶剂的影响则更为复杂.

元单体共聚反应却有大量的研究成果. 生成的共聚物的

2.2.2 二元体系中总接枝率与两单体摩尔比的关系

转化率与组成、结构主要由两者的竞聚率(r1 与 r2, r1＝

图 2 中 a 是 St/MAn, St/DMAEMA 和 St/VAc 在丙

k11/k12, r2＝k22/k21, k 为相应反应的速率常数)所决定, 很

酮溶剂中的总浓度为 2 mol•L , 改变两种单体摩尔比

多二元体系的竞聚率在文献或手册中可以查到, 查不到

后接枝率的变化曲线. 从图中可以看出 St/MAn 二元体

的亦可由实验进行测定.

－1

－1

系其接枝率在 St 浓度为 1.2 mol•L , MAn 浓度为 0.8

二元单体的接枝反应比它们之间的共聚反应要复

时达到最大值, 很明显 St/MAn 二元单体接枝

杂一些, 它们决定于单体与基材的反应能力和单体之间

产生了协同效应; St/DMAEMA 二元体系的接枝率则随

的反应能力, 第一个单体分子与基材反应以后下面引发

二元单体摩尔比的变化基本保持恒定, 为加合效应; 而

的接枝链生成的过程就与二元单体的共聚过程相同, 因

mol•L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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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设想接枝链长短与组成应与共聚物相似, 也应该

的是叔胺的 C—N 伸缩振动峰. 接枝了 VAc 的棉纤维,

由两单体共聚过程的竞聚率来决定.

在 1737 cm 1 处有 C＝O 的伸缩振动峰特征峰. 接枝了

－

本文所选的三个二元体系中 St/MAn 体系在共聚反
应中 r1＝0.0152, r2＝0

St 和 DMAEMA 的棉纤维, 可以看到 St 和 DMAEMA 的

, r1r2＝0, MAn 自聚能力很差,

特征吸收峰. 接枝了 St 和 MAn 的棉纤维, 可以看到 St

而 St 更倾向于与 MAn 分子共聚 , 因此属交替共聚 ;

的吸收特征峰, 1727 和 1642 cm 1 处是 MAn 中 C＝O 的

St/DMAEMA 体 系 r1 ＝ 0.510, r2 ＝ 0.716[11], 即 St,

伸缩振动峰. 接枝了 St 和 VAc 的棉纤维, 只能分辨出

DMAEMA 各自和单体间相互反应能力相近, 属有恒比

St 的特征峰, 可见接枝上的主要是 St. 接枝产物的红外

点的非理想共聚; St/VAc 体系 r1＝3.595, r2＝0.0508

分析进一步佐证了竞聚率对不同二元单体体系接枝生

[10]

[12]

,

－

这时 St 更倾向于本身聚合, 而 VAc 自聚合能力较低, 倾

成物结构的影响.

向于与 St 结合, 属于非理想共聚.

2.3.2 热重分析

与二元共聚反应转化率曲线相似, 在棉纤维素上辐

图 4 是样品的热重分析图, 由图中可以看到空白的

射接枝时, 属于交替共聚的 St/MAn 二元体系出现协同

棉纤维在 300 ℃开始分解, 390 ℃左右停止; 接枝了 St

效应; 属于由恒比点非理想共聚的 St/DMAEMA 二元体

的棉纤维在 400 ℃以后又出现一次热分解, 450 ℃以后

系表现为加合效应; 而属于非理想共聚的 St/VAc 二元

停 止 分 解 ; 接 枝 了 St-MAn 的 棉 纤 维 , 和 接 枝 了

体系却正好表现为反协同效应 , 这一相似性绝非偶然 ,

St-DMAEMA 的棉纤维的图中, St 的峰基本消失, 与主

会使人们在研究二元单体辐射接枝前查阅了它们共聚

峰重合, 这是因为生成的接枝物交替共聚, 没有生成单

时的竞聚率从而就可以预见可能发生的接枝结果, 同时

一 St 链; 从接枝 St-VAc 的棉纤维的热分解图中可以看

也可以根据接枝共聚物需具有的结构与性质再根据竞

出还有明显的聚苯乙烯(PS)接枝链的热分解, 而且在主

聚率来选择合适的二元单体.

分解温度之前还有一次小的热分解, 这说明 St-VAc 共

2.3

接枝生成物中 St 与 VAc 的链是分开各自独立的.

棉纤维接枝物的结构分析

2.3.1 红外分析
－1

如图 3 所示, 未接枝的棉纤维在 1000～1650 cm
－

之间有数个吸收峰, 2900 和 3348 cm 1 处有两个大的吸
－1

收峰; 接枝了 St 的棉纤维, 在 1601, 1493 和 1452 cm
－

处有芳基的 C—C 吸收峰, 在 3100～3000 cm 1 处出现
芳环上 C—H 的伸缩振动吸收带, 另外 C—H 键的面外
－

－

弯曲振动在 900～690 cm 1 范围内, 698 cm 1 处有一尖
－

峰. 接枝了 DMAEMA 的棉纤维, 在 1729 cm 1 处出现

图 4 样品的热重分析谱图
Figure 4 TGA thermograms of the samples
(a) Original cotton cellulose, (b)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St (GY＝40%),
(c)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St and MAn (GY＝11.77%), (d)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St and DMAEMA (GY＝60.28%), (e)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St and VAc (GY＝17.32%)

2.3.3 X 射线衍射分析
通过对样品 X 衍射分析得到接枝样品结晶度与接
图 3 样品的傅立叶红外谱图
Figure 3 FTIR spectra of the samples

枝率的关系(见表 1),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对不同一元单体
或二元单体, 接枝率高者总会引发纤维素结晶度更明显

(a) Original cotton cellulose, (b)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St (GY＝40%),

下降. 一般结晶型聚合物具有三相结构, 即无定形区、

(c)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VAc (GY＝5.94%), (d) cotton cellulose

结晶区和两者间界面形成的第三相, 这是 Flory[13] 1984

grafted with St and VAc (GY＝17.32%), (e)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St

年提出来的, 而接枝反应通常发生在无定形区. 作者曾

and MAn (GY＝11.77%), (f)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St and DMAEMA
(GY＝60.28%), (g) cotton cellulose grafted with DMAEMA (GY＝50.64%)

在棉纤维的一元单体接枝体系中提出接枝反应不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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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无定形区, 而且第三相陷落自由基也是引发接枝反

3 结论

应的重要活性点, 在这一相中生成的部分接枝链可以嵌
入相邻的结晶区表层, 将排列整齐的结晶链撑开, 使之
无定形化. 随着接枝率的增加, 无定形化趋势逐渐向结
晶区内延伸, 导致棉纤维素结晶度的减少[14].

Grafted cotton cellulose Degree of grafting/% Crystallinity/%
0

通过对棉纤维在不同溶剂中以不同二元单体进行 γ
辐射接枝的研究, 得到以下结论: 选用甲醇或丙酮作溶
剂会取得较好的接枝效果; 总接枝率随二单体摩尔比变
化的规律可用相应二元单体共聚时竞聚率数据加以解

表 1 接枝棉纤维的结晶度
Table 1 Crystallinity of grafted cotton cellulose

0

Vol. 63, 2005

释, 即共聚时交替共聚的二元单体在共接枝时可以给出
协同效应, 有恒比点的非理想共聚体系有加合效应, 而
非理想共聚体系 St/VAc 则有反协同效应: 这一结果是

63.15

以自由基共聚反应机理作为依据, 对未知体系可能有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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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枝同样会引起纤维素结晶度下降, 再次证明棉纤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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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第三相在接枝反应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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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作的实验结果与上述讨论是一致的, 如果不考
虑接枝链中单体的种类, 是一元单体接枝还是二元单体

References
1

2
3
4
5
6

共接枝以及两单体在料液中的比例, 而只考虑接枝率与
其结晶度的关系, 则仍可见到随接枝率增加而结晶度下
降的趋势(见图 5), 虽然接枝单体性质, 接枝链的长短与
刚性对结晶区无定形化的过程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7
8
9

10
11

12
13

图 5 棉纤维结晶度随接枝率的变化
Figure 5 Crystallinity as a function of grafting yield

14

Gao, J.; Tang, L.-G. Cellulose Science, Science Press, Beijing, 1996, p. 126 (in Chinese).
(高洁, 汤烈贵, 纤维素科学,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6,
p. 126.)
Dilli, S.; Garnett, J. L. J. Appl. Polym. Sci. 1967, 11, 859.
Dilli, S.; Garnett, J. L. J. Chem. 1968, 21, 397.
Dilli, S.; Garnett, J. L. J. Polym. Sci., Part C 1972, 37, 57.
El Salmawi, K.; El Naggar, A. M.; Attia, S. E. Polym. Int.
1997, 44(2), 181.
Chauhan, G. S.; Guleria, L. K.; Misra, B. N.; Kaur, I. J. Polym. Sci., Part A: Polym. Chem. 1999, 37, 1763.
Hassanpour, S. Radiat. Phys. Chem. 1999, 55, 41.
Chauhan, G. S.; Mahajan, S.; Guleria, L. K. Desalination
2000, 130, 85.
Lu, J.; Zhai, M.-L.; Yi, M.; Ha, H.-F. J. Radiat. Res. Radiat.
Process 2000, 18(2), 124 (in Chinese).
(卢君, 翟茂林, 伊敏, 哈鸿飞, 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
报, 2000, 18(2), 124.)
Hieu, H.; Nguyen, T. Comput. Theor. Polym. Sci. 1999, 9,
11.
Hu, J.; Zhang, B.-H.; Song, M.-D; Zhou, Q.-Y.; Liang, Q.
Ion Exchange Adsorp. 1997, 13(1), 73 (in Chinese).
(胡静, 张邦华, 宋谋道, 周庆业, 梁青, 离子交换与吸
附, 1997, 13(1), 73.)
Ramelow, U. S.; Qiu, Q. H. J. Appl. Polym. Sci. 1995, 57,
911.
Flory, P. J.; Yoon, D. Y.; Di11, K. A. Macromolecules
1984, 17, 862.
Zhai, M.-L.; Li, J.; Liu, J.-Q.; Yi, M.; Ha, H.-F. J. Radiat.
Res. Radiat. Process 1999, 17(3), 136 (in Chinese).
(翟茂林, 李军, 刘建琴, 伊敏, 哈鸿飞, 辐射研究与辐射
工艺学报, 1999, 17(3), 136.)
(A0410152

ZHAO, C.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