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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酸酐接枝改性低密度聚乙烯的制备及其
性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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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 温 下 在 真 空 氛 围 中 采 用 共 辐 射 接 枝 技 术 制 备 马 来 酸 酐 （MAH） 接 枝 改 性 的 低 密 度 聚 乙 烯

（LDPE），吸收剂量分别为 10 kGy、25 kGy、50 kGy 和 100 kGy。研究吸收剂量对 LDPE-g-MAH 化学结构与
物理性能的影响。傅里叶红外光谱表明 MAH 成功地接枝到了 LDPE 的分子链上，且接枝率随着吸收剂量的
增加而增加；由于 LDPE 在辐照过程中会产生晶体的缺陷，制备得到的 LDPE-g-MAH 的熔点以及热降解温
度随吸收剂量的增加而下降；辐射接枝前后，LDPE 的形貌和晶型未发生明显的变化。本工作提供了一个辐
射接枝改性 LDPE 有效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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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ation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low-density polyethylene grafted maleic anhydr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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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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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 of low-density polyethylene (LDPE) by grafting it with a maleic anhydride (MAH)

was conducted using a co-irradiation technique at room temperature under a vacuum atmosphere at absorbed doses
of 10 kGy, 25 kGy, 50 kGy, and 100 kGy. The effects of the absorbed dose on the chemical structure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of LDPE-g-MAH were investigated. The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spectroscopy showed that the MAH
was grafted onto the LDPE surface successfully. The grafting degree of the MAH increased with the absorbed dose.
The melting temperature (Tm) and thermal degradation temperature (T5%) of the LDPE-g-MAH films decreased with
the increasing absorbed doses because of the occurrence of crystal defects of LDPE caused by irradiation. However,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1575277)资助
第一作者：叶翠翠，
女，
1991 年 2 月出生，
2017 年于杭州师范大学获得硕士学位，
现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在读博
士研究生，
无机化学专业
通信作者：李景烨，研究员，博士生导师，E-mail: lijingye@sinap.ac.cn
收稿日期：初稿 2019-11-19；修回 2019-12-13
Supported by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1575277)
First author: YE Cuicui (female) was born in February 1991, and obtained her master’s degree from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in
2017. Now she is a graduate student at Shanghai Institute of Applied Phys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majoring in inorganic
chemistry
Corresponding author: LI Jingye, professor, doctoral supervisor, E-mail: lijingye@sinap.ac.cn
Received 19 November 2019; accepted 13 December 2019

辐 射 研 究 与 辐 射 工 艺 学 报 2020 38:010201
the morphologies and crystal forms of LDPE did not change after irradiation. This work provide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radiation graft modification of LD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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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密 度 聚 乙 烯 （LDPE） 具 有 密 度 小 、 易 加

体接枝到了 LDPE 的分子链上，结 果 表 明 MAH 的

工、耐化学腐蚀、机械性能良好以及价格低廉等

接枝率与 DCP 的质量分数有关。在最佳实验条件

优点，在包装材料、通用电缆以及薄膜材料等领

下，样品的 MAH 接枝率可达 4%。溶液接枝法可

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以得到接枝率较高的产物，但是样品的后续处理

。然而，LDPE 的熔点低、

［1-4］

尺寸稳定性差以及耐热性差等缺点，使其在实际

较为复杂。因此，更多的研究者采取熔融接枝的

应用中受到一定的限制。通过与其他聚合物熔融

方式来接枝改性 LDPE。Iqbal 等［20］ 通过双螺杆挤

共混，可制得综合性能优异的 LDPE 复合材料。常

出的方式制备了 LDPE-g-MAH，通过红外表征确

用来共混改性 LDPE 的聚合物有尼龙 6（PA6）

定 MAH 成功地接枝到 LDPE 的分子链上，且接枝

、

［5-7］

聚偏氟乙烯（PVDF）

和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率与力学性能随着引发剂过氧化二苯甲酰（BPO）

等，但是 LDPE 与这些聚合物之间的相

质量分数的增加呈先增加后降低的趋势。同时 ，

［8-9］

（PET）

［10］

容性较差，共混体系的物理性能相对较差。通常

制备得到的 LDPE-g-MAH 作为增容剂显著地提高

来说，在不相容共混物中加入适当的增容剂是提

了 LDPE 与 PA6 之间的相容性，为 LDPE 的共混改

高共混物组分间相容性的有效方法。增容的方法

性提供了更多的潜在可能。然而熔融接枝的过程

主要包括物理增容和化学增容两种。物理增容是

中，LDPE 会发生交联等副反应，接枝率较低，且

选用合适的嵌段共聚物或者接枝共聚物，利用其

MAH 的熔点较低，在熔融共混或者挤出时容易挥

链段分别与共混物中两组分相同或者相容的特性

发，对反应熔腔以及人体呼吸道有一定的危害性。

以达到增容的效果

。然而，无论是在学术还是

相较于溶液接枝法和熔融接枝法，固相辐射接枝

工业角度上，为每一对不相容共混体系设计以及

具有操作简单，反应温度低，产物较为纯净等优

合成特定的增容剂都是非常困难的。化学增容是

点。Chaudhari 等［23］ 通过固相辐射接枝的方式将甲

利用挤出或共混过程中，反应性基团之间的相互

基丙烯酸（MAA）接枝到 LDPE 的薄膜表面，结

反应原位合成增容剂

果表明 MAA 的接枝率可以通过吸收剂量、单体浓

［11-12］

。由于基团之间的反应往

［13-15］

往发生在界面处，生成的增容剂可以稳定地处于

度、抑制剂浓度以及薄膜厚度等因素进行调控 ，

不相容共混物的两相界面而达到增容的效果，然

同时发现该改性薄膜在水相介质中对染料分子以

而，化学增容的方式要求聚合物上存在特殊的反

及重金属离子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然而，表面

应性基团，可以在共混或挤出的短时间内充分反

接枝改性的样品，样品内部的结构和性能并未发

应。因此，对于 LDPE 等不含反应性基团的非极性

生改变，功能化改性仅存在于样品的表面，在一

聚合物进行功能性单体接枝改性具有十分重要的

定程度上限制了改性样品的应用范围。此外，尽

意义。

管有大量关于辐射接枝的小分子单体改性 LDPE 研

马来酸酐（MAH）是一种含有多官能团的小

究，但是 MAH 辐射接枝 LDPE 的研究还鲜有报道。

分子单体，其双键可以在引发剂或者辐照的条件
下与聚合物发生聚合反应，酸酐基团可以与氨基、

我们首先通过简单的熔融共混的方式，制备
得到 LDPE/MAH 二元共混物，而后选用室温辐照

。由于 MAH 单体

的方式将 MAH 单体成功地接枝到 LDPE 的分子链

的对称结构，MAH 的自聚较为困难，在接枝的过

上 ， 并 通 过 傅 里 叶 红 外 光 谱 （FTIR） 表 征 了

程中不会在 LDPE 上形成长支链结构，从而避免了

LDPE-g-MAH 的化学结构。选用二甲苯作为溶剂，

LDPE 机械性能的急剧下降

。目前，通过 MAH

以索氏抽提的方式测定了不同吸收剂量下样品的

接枝改性 LDPE 在国内外已经有诸多研究，主要的

凝胶质量分数。通过示差扫描量热法（DSC）、热

方法有溶液接枝法

和固相接

重分析法（TGA）和 X 射线衍射谱（XRD）等研

以二甲苯为溶剂，过氧化二

究了吸收剂量对样品热稳定性能和结晶性能的影

异丙苯（DCP）为引发剂，通过溶液法将 MAH 单

响，并测定了制备所得的一系列 LDPE-g-MAH 样

羟基以及羧基等基团发生反应

枝法

［22］

等。He 等

［17］

、熔融接枝法

［18］

［18］

［16］

［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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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力学性能。

1
1.1

到的辐照样品置于索氏抽提设备中，用丙酮溶液
抽提 48 h 以去除未反应的 MAH 单体及 MAH 的低

材料与方法

聚 物 。 将 样 品 彻 底 干 燥 后 得 到 纯 净 的 LDPE-gMAH。

原料和试剂
LDPE，2426H，熔融指数为 1.9 g/10 min，密

度为 0.9 g/cm3，购于中国石化集团茂名石油化工有

1.5
1.5.1

凝胶质量分数的测定
通过索氏抽提的方式测定辐照制备得到的

限公司；MAH，购于上海展云化工有限公司；丙

LDPE-g-MAH 样品的凝胶质量分数。将称重好的

酮（分析纯），杭州双林化工试剂有限公司。
1.2

表征与分析方法

LDPE-g-MAH 样品置于邻二甲苯溶液中抽提 36 h，

仪器和设备

再将抽提以后的样品置于鼓风烘箱中干燥至恒重，

多功能精密混炼机，Haake Polylab QC，赛默

精准称量干燥后 LDPE-g-MAH 样品的质量，最后

飞世尔有限公司，美国；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

将抽提前后样品的质量按式（1）进行计算。抽提

Bruker VERTEX 70V，布鲁克公司，德国；示差扫
国；热重分析仪，Q500，TA 仪器有限公司，美

进行 3 次平行实验，取平均值为最终的实验结果。
m2
f gel =
× 100%
（1）
m1

国；扫描电子显微镜，Hitachi S-4800，日立公司，

式中：fgel 是最终样品凝胶的质量分数；m1 与 m2 则

日本；X 射线衍射仪，Bruker-D8，布鲁克仪器公

为抽提前后 LDPE-g-MAH 样品的质量（g）。

司，德国；万能拉伸试验机，Instron-5966，英斯

1.5.2

描量热仪（DSC），Q2000，TA 仪器有限公司，美

特朗公司，美国。
1.3

通过 FTIR 对样品进行表征。将待测样品通过
平板硫化机热压成超薄膜后，采用透过模式进行

LDPE/MAH 二元共混物的制备
熔融共混前，先将 LDPE 置于 80 °C 的真空烘

箱中恒温干燥 8 h 以去除水分，随后将 LDPE 与
MAH 以 99/1、98/2、95/5、92/8、90/10 的质量比
经简单物理混合后加入多功能精密混炼机。所有
样品首先在 160 °C 下 20 r/min 熔融共混 2 min，随
后将转速提升至 50 r/min 再熔融共混 5 min，制备
得到一系列 MAH 含量不同的 LDPE/MAH 二元共
混物，分别标记为 LDPE/MAH （（100−X）/X）。
其中，X 为 MAH 的添加量。然后将 LDPE/MAH 的
二元共混物热压成厚度为 0.3 mm 的薄膜。具体方
法：先将一定质量的样品置于厚度为 0.3 mm 的模
具当中，在 160 °C 下热熔 5 min 使其充分熔融，随
后在 10 MPa 的压力下恒温保压 2 min，最后在相同
的压力下冷压 2 min，制备得到 LDPE/MAH 的共混
薄膜。
1.4

FTIR 分析

测试。测试的波数范围为 4 000~400 cm−1，在分辨
率为 2 cm−1 下累积扫描 64 次。
1.5.3

热性能分析
通过 DSC 表征了所有样品的结晶以及熔融行

为。称取 5~6 mg 的样品置于铝坩埚中，在氮气氛
围下进行测试。首先以 10 °C/min 的速率将样品从
30 °C 升温至 180 °C，恒温 5 min 以消除热历史，随
后以 10 °C/min 的降温速率降温至 30 °C，记录其结
晶行为，最后再以相同的升温速率将样品升温至
180 °C，记录其熔融行为。
通过 TGA 表征样品的热稳定性能。在氮气氛
围下，所有待测样品从 30 °C 升温至 650 °C，升温
速率为 10 °C/min，记录样品的热降解行为。
1.5.4

形貌表征
通过 SEM 观察样品的断面形貌。首先将样品

置于液氮中进行淬断，在 55 °C 的真空烘箱干燥 3 h

LDPE-g-MAH 的辐射制备

后进行喷金处理，加速电压为 3 kV。

将 1.3 节中制备得到的不同 MAH 质量分数的

1.5.5

晶体以及片晶结构表征
通过 XRD 表征了样品的晶型。测试范围为 5°~

LDPE/MAH 二元共混物薄膜干燥后置于聚乙烯的
自封袋中，用真空自动封口机密封后，在室温下

45°，扫描速率为 1（°）/min。

进行钴源辐照。吸收剂量为10 kGy、25 kGy、50 kGy

1.5.6

和 100 kGy，γ 射线辐照时间均为 17 h。将制备得
010201⁃3

力学性能表征
通过万能试验拉伸机测试了样品的力学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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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样条均为标准哑铃型，拉伸速率为10 mm/min，

别为 1%、2%、5%、8% 和 10%。从图 1 中可以发

样品的夹持距离为 18 mm。所有样品均进行 5 次以

现，当 MAH 的质量分数少于 2% 时，共混物中没

上的平行测试，取其平均值作为最终结果。

有发生明显的相分离，呈均相结构；当 MAH 的质

2
2.1

量分数在 5%~10% 时，共混物中出现了明显的相

结果与讨论

区。这表明当 MAH 质量分数较高时，MAH 单体
在 LDPE 的 基 体 中 发 生 了 团 聚 。 后 续 实 验 选 用

LDPE/MAH 二元共混物形貌

MAH 质量分数为 1% 和 2% 的 LDPE/MAH 的二元

图 1 是不同质量配比的 LDPE/MAH 二元共混

共混物进行研究。

物断面的 SEM 图。共混物中，MAH 的质量分数分

图 1 不同质量配比的 LDPE/MAH 二元共混物断面的 SEM 图
Fig.1 SEM images of LDPE/MAH blends with different mass ratios

2.2
2.2.1

LDPE/MAH 二元共混物的辐射效应

结构的逐步形成，最终提高了被照样品的凝胶质
量分数。从图 2 中还可以发现，在同一吸收剂量

凝胶质量分数
LDPE 是典型的辐射交联聚合物。据相关文献

报导［24-26］，辐照过程中，LDPE 在相对较低吸收剂
量 下 （10 kGy~200 kGy） 以 辐 射 交 联 反 应 为 主 ，
随着吸收剂量进一步上升，辐射降解反应逐步加
剧，从而占主导地位。因此，本工作中将纯 LDPE

下，LDPE/MAH 共混物的凝胶质量分数在整个研
究范围内均要低于纯的 LDPE，这是由于随着吸收
剂量的增加，LDPE 的大分子自由基与 MAH 单体
的反应概率也随之上升，LDPE 与 MAH 之间发生
接枝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 LDPE 自由基之间
的有效碰撞，抑制了交联网络的形成。

以及不同配比的 LDPE/MAH 二元共混物在不同的
吸 收 剂 量 （0 kGy、 10 kGy、 25 kGy、 50 kGy、
100 kGy）以及室温真空氛围下进行辐照。此外 ，
通过索氏抽提的方式研究了 LDPE/MAH 二元共混
物在不同吸收剂量下的交联程度，选用的溶剂为
二甲苯，因为 LDPE 可以在二甲苯中溶解，而交联
的 LDPE 在二甲苯中不能溶解只能发生溶胀。
图 2 是纯的 LDPE 以及 LDPE/MAH 二元共混物
在不同吸收剂量下的凝胶质量分数。如图 2 所示，
随着吸收剂量的上升，所有样品的凝胶质量分数
均逐渐增加。这是由于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样
品中产生的自由基数量也在逐步上升，从而增加
了自由基之间的有效碰撞概率［27］，促使交联网络

图 2 LDPE 以及 LDPE/MAH 共混物在不同吸收剂量下的
凝胶质量分数
Fig.2 Gel mass fractions of neat LDPE and LDPE/MAH
blends at different absorbed do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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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会产生酮与酸酐类氧化产物。与纯 LDPE 的辐照样

分子结构研究
为了进一步研究 LDPE/MAH 二元共混物的辐

品相比，LDPE/MAH（98/2）共混物在不同吸收剂

射效应，我们对不同吸收剂量下辐照的 LDPE 以及

量下辐照后，除了在 1 741 cm−1 处出现了新的吸收

LDPE/MAH （98/2） 二元共混物进行 FTIR 表征 ，

峰外，在 1 787 cm−1 处同样可以观察到新的吸收

如图 3 所示。图3（a）中，在1 470 cm−1以及720 cm−1

峰，对应于 MAH 上羰基（C=O）的不对称伸缩振

处观察到的吸收峰，分别对应于纯的 LDPE 上亚甲

动，如图 3（b）所示。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羰

基 （CH2 ） 的 面 内 弯 曲 振 动 和 主 碳 链 上 亚 甲 基

基（C=O）吸收峰的强度逐渐增加；当吸收剂量

–（CH2） n –（n>4）的面外弯曲振动［28］。此外 ，

为 100 kGy 时，吸收峰的强度略微降低。这些结果

−1

真空氛围下，室温辐照的 LDPE 在 1 741 cm 处出

表明 MAH 成功地接枝到了 LDPE 的分子链上，且

现了新的吸收峰，对应于羰基（C=O）的伸缩振

MAH 接枝率随吸收剂量的上升而上升。

动峰。根据文献［29］报导，LDPE 在辐照条件下

Fig.3

2.3

图 3 纯 LDPE (a)和 LDPE/MAH (98/2) (b)辐照样品的 FTIR 图
FTIR spectra of neat LDPE (a) and LDPE/MAH (98/2) blends (b) after irradiation

吸收剂量对 LDPE/MAH 二元共混物热性能
的影响

2.3.1

基，且相互之间反应的概率较低，还可以发生交
联、夺氢等副反应［30］。尤其是 LDPE 的辐射交联

结晶与熔融行为
图 4 为不同吸收剂量下辐照的 LDPE/MAH 二

元共混物（以 MAH 质量分数为 1% 为例）的 DSC
曲线。如图 4 （a） 所示，被照样品的熔点 （Tm）
随着吸收剂量的上升而逐渐下降。当吸收剂量较高
（100 kGy）时，样品的 Tm 下降尤为明显。由于在辐

Fig.4

照条件下，LDPE 的晶区和非晶区均可以产生自由

反应将会对其 Tm 产生显著影响，随着吸收剂量的
不断上升，被照样品的交联度也随之上升，相应
的溶胶部分的比例逐渐降低，而 DSC 是测量溶胶
部分的 LDPE，因此，被照样品的 Tm 随吸收剂量的
上升而逐渐下降。

图 4 不同吸收剂量下辐照样品的 DSC 曲线：
(a)第一次升温曲线；
(b)第一次降温曲线
DSC curves of irradiation samples at different absorbed doses: (a) the first heating curves; (b) the first cooling curves
01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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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4（b）可知，被照样品的结晶温度（Tc）

（以 LDPE/MAH（98/2）为例）的热失重曲线。从

同样随着吸收剂量的上升而逐渐下降，这是由于

图 5 中可以发现，所有样品的最大热降解温度 Tmax

随着吸收剂量的上升，样品的交联程度不断上升，

都在 485 °C 左右，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被照样

逐渐形成了交联网络，限制了 LDPE 分子链在熔体

品的 Tmax 均向低温方向移动。这是由于 LDPE 在辐

状态下的自由运动，抑制了样品的结晶能力。

照过程中会形成部分“陷落”的自由基，在高温

2.3.2

的情况下，会加剧样品的热降解过程，导致样品

热稳定性
图 5 为 不 同 吸 收 剂 量 下 LDPE/MAH 共 混 物

热稳定性能的下降。

图 5 不同吸收剂量下辐照样品的热失重曲线：
(a) TGA 曲线；
(b) DTG 曲线
Fig.5 TGA (a) and DTG (b) curves of irradiation samples at different absorbed doses

2.4

吸收剂量对 LDPE/MAH 二元共混物微观结

响。由于 LDPE 是结晶型的聚合物，降温的过程
中，LDPE 发生结晶，MAH 被排出到 LDPE 的片晶

构的影响
为了探究辐照对样品微观形貌的影响，我们
观察了 LDPE/MAH （98/2） 共混物样品辐照前后
断面的形貌，如图 6 所示。样品断面的形貌在辐照
前后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表明室温固体辐照不
会对 LDPE/MAH 共混物的微观形貌产生显著的影

或晶纤之间，因此，LDPE 辐射接枝 MAH 的反应
仅存在于 LDPE 的无定型区域。同时 LDPE 的晶区
在辐照的条件下虽然形成了“陷落”的自由基 ，
但这些缺陷的存在并不会引起 LDPE 凝聚态结构的
变化［31］。

图 6 辐照前(a)和辐照（100 kGy）后(b) LDPE/MAH(98/2)共混物的 SEM 图
Fig.6 SEM images of LDPE/MAH(98/2) blend before (a) and after (b) irradiation at 100 kGy

2.5

吸收剂量对 LDPE/MAH 二元共混物晶体结

在 21.3°和 23.4°处有两个明显的吸收峰，分别对应
LDPE（110）和（200）的晶面［18］。对比辐照前后

构的影响
不同吸收剂量下 LDPE-g-MAH 样品的 XRD 图
谱如图 7 所示。从图 7 中可以发现，未辐照的样品

样品的衍射结果，发现辐照后样品的晶型并未发
生明显变化，这是由于构象的转变往往需要借助
外部条件，如高温拉伸，无机填料作为长模板或

01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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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溶液中的超声作用等。本工作是在室温固态下

3

进行辐照，LDPE 的晶型不会发生明显变化。

总结
本工作通过室温辐照的方式成功制备了

LDPE-g-MAH 样 品 ， 详 细 研 究 了 吸 收 剂 量 对
LDPE-g-MAH 的化学结构、微观形貌、晶体结构、
热性能以及力学性能的影响。在我们的研究范围
内 （0 kGy~100 kGy），随着吸收剂量的上升，样
品的凝胶质量分数逐渐上升，表明 LDPE/MAH 共
混物在辐照条件下发生了辐射交联反应。从 FTIR
的结果中可知，MAH 成功地接枝到了 LDPE 的分
子链上，且接枝率随着吸收剂量的增加而增加。
此外，固体室温辐照并未改变样品的晶型以及微
图 7 不同吸收剂量下 LDPE-g-MAH 的 XRD 曲线
Fig.7 XRD curves of LDPE-g-MAH at different absorbed
doses

观形貌，但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样品的结晶能力，
这是由于被照样品在辐照的条件下发生了辐射交
联，使样品形成了三维网络结构而限制了分子链

2.6

吸收剂量对 LDPE/MAH 二元共混物力学性
能的影响

的运动。样品的力学性能与吸收剂量有关，当吸
收剂量较低时，轻度的交联提高了样品的韧性 ；
当吸收剂量较高时，由于样品的交联度较高，形

对不同吸收剂量下辐照样品进行了拉伸性能

成了较为稳定的三维网络结构，抑制分子链段的

的测试，其应力‒断裂伸长率曲线如图 8 所示。从

运动能力和分子间滑移，样品的延展性略微降低。

图 8 中可以发现，所有样品的断裂伸长率都很高，
均表现出良好的延展性，而且辐照后样品的断裂
伸长率均要高于未辐照样品。此外，随着吸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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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osko C W, Guégan P, Khandpur A K, et al.

density polyethylene by graft copolymerization with

Compatibilizers for melt blending: premade block

maleic anhydride and blends with polyamide 6[J].

copolymers[J]. Macromolecules, 1996, 29(17): 5590-

Journal of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10, 116(3): 1558-

5598. DOI: 10.1021/ma9602482.

1565. DOI: 10.1002/app.31439.

Naskar K, Noordermeer J W M. Influence of premade

21

俞强, 林明德, 张伟, 等 . 聚烯烃弹性体与马来酸酐的熔

and in situ compatibilizers in polypropylene/ethylene―

融接枝[J]. 塑料工业, 2002, 30(4): 20-22. DOI: 10.3321/

propylene―diene terpolymer thermoplastic elastomeric

j.issn:1005-5770.2002.04.007.

olefins and thermoplastic vulcanizates[J]. Journal of

YU Qiang, LIN Mingde, ZHANG Wei, et al. Melt

Applied Polymer Science, 2006, 100(5): 3877-3888.

grafting of MAH onto polyolefin elastomer[J]. China

DOI: 10.1002/app.22470.

Plastics Industry, 2002, 30(4): 20-22. DOI: 10.3321/j.issn:

Wang H T, Fu Z A, Dong W Y, et al. Formation of

1005-5770.2002.04.007.

interfacial janus nanomicelles by reactive blending and

14

C

13

NMR study of the grafting of maleic anhydride onto

mame.200900290.

12

Heinen W, Rosenmöller C H, Wenzel C B, et al.

on dielectric performance and breakdown strength of

S0965545X15020054.

11

Chang M K. Mechanical properties and thermal stability

polyamide 6 blends from multilayer films waste[J].

poly

10

Dong W Y, Wang H T, He M F, et al. Synthesis of

of reactive compatibilizers on the rheometrical and

502. DOI: 10.1007/s10853-009-3967-9.
7

33099. DOI: 10.1021/acsami.7b08699.

22

Zhang H, Shang Y, Zhao H, et al. Theoretical study on

their compatibilization effects on immiscible polymer

the reaction of maleic anhydride in the UV radiation

blends[J]. Journal of Physical Chemistry B, 2016, 120

cross-linking process of polyethylene[J]. Polymer, 2017,

(34): 9240-9252. DOI: 10.1021/acs.jpcb.6b06761.

133: 232-239. DOI: 10.1016/j.polymer.2017.11.045.

Chen D P, Wang H T, Li Y J. Reactive compatibilization:

23

Chaudhari C V, Dubey K A, Goel N K, et al. Correlation

formation of double-grafted copolymers by in situ binary

between surface energy and uptake behavior of radiation-

grafting and their compatibilization effect[J]. ACS

grafted methacrylic acid-g-LDPE[J]. Polymer Bulletin,

Applied Materials & Interfaces, 2017, 9(38): 33091-

2012, 69(7): 779-793. DOI: 10.1007/s00289-012-0767-1.

010201⁃8

叶翠翠等：马来酸酐接枝改性低密度聚乙烯的及其性能研究
24

25

Singh A. Irradiation of polyethylene: some aspects of

and spectral differentiation are used to isolate and

crosslinking and oxidative degradation[J]. Radiation

simulate radical species in UHMWPE[J]. Nuclear

Physics and Chemistry, 1999, 56(4): 375-380. DOI:

Instruments and Methods in Physics Research Section B:

10.1016/s0969-806x(99)00328-x.

Beam Interactions with Materials and Atoms, 2005, 236

王永常, 刘慧, 方征平, 等 . 电子束辐照制备聚烯烃电缆

(1): 160-165. DOI: 10.1016/j.nimb.2005.04.011.

料及其性能研究[J]. 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报, 2013,

29

Effects of ionizing radiation on properties of monolayer

WANG Yongchang, LIU Hui, FANG Zhengping, et al.

and multilayer flexible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J].

Study on the property of polyolefin cable plastic prepared

Radiation Physics and Chemistry, 1999, 54(5): 527-540.

by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J]. Journal of Radiation
Research and Radiation Processing, 2013, 31(3): 030304.
26

DOI: 10.1016/s0969-806x(98)00263-1.
30

irradiation

的形状记忆效应研究[J]. 辐射研究与辐射工艺学报,

properties of PVDF films[J]. RSC Advances, 2014, 4

on

electroactive

phase

and

dielectric

(26): 13525-13532. DOI: 10.1039/c3ra47550f.

WANG Yongkun, ZHU Guangming, ZHANG Lei, et al.

31

Xing C Y, Wang Y Y, Zhang C, et al. Immobilization of

Shape memory effect of radiation cross-linked SBS/

ionic liquids onto the poly (vinylidene fluoride) by

LDPE blends[J]. Journal of Radiation Research and

electron beam irradiation[J]. Industrial & Engineering

Radiation Processing, 2013, 31(6): 060303.

Chemistry Research, 2015, 54(38): 9351-9359. DOI:

Pandey J K, Singh R P. UV-irradiated biodegradability of

10.1021/acs.iecr.5b02819.

ethylene-propylene copolymers, LDPE, and I-PP in
composting

28

Ye H, Yang L, Shao W Z, et al. Effect of electron

王永坤, 朱光明, 张磊, 等 . 辐照交联 SBS/LDPE 共混物
2013, 31(6): 060303.

27

Riganakos K A, Koller W D, Ehlermann D A E, et al.

31(3): 030304.

and

culture

32

environments[J].

Dong H, Bell T. State-of-the-art overview: ion beam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polymers towards improving

Biomacromolecules, 2001, 2(3): 880-885. DOI: 10.1021/

tribological

bm010047s.

Technology, 1999, 111(1): 29-40. DOI: 10.1016/s0257-

Durant J, Jahan M S. EPR power saturation techniques

8972(98)00698-7.

010201⁃9

properties[J].

Surface

and

Coat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