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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 TEMP0／NaBr／Nacl0反应体系将纤维素表面的 c 一伯羟基氧化成羧基，获得羧基纤维素；以羧基纤维素为原料、已内酯 

为接枝共聚改性剂，通过开环聚合 ，合成了表面接枝聚己内酯的纤维素产物。讨论了H型和 Na型羧基纤维素接枝己内酯的情况；红 

外光谱、核磁共振、X射线衍射、表面光电子能谱 、表面接触角、热重等分析表明，H型羧基纤维素接枝己内酯的接枝率高于 Na型 

羧基纤维素，且其接枝产物的疏水性更好、热稳定性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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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素的氧化是纤维素改性的重要手段之一。纤 

维素的氧化体系主要是高碘酸盐 1-2]、TEMPO (tetra— 

methylpiperidine一1一oxy1)氧化 J、过硫酸铵氧化 J 

和混酸 等体系。TEMPO氧化体系是较常用的氧化 

体系，其可将纤维素葡萄糖单元的仲羟基氧化成醛基 

或者羧基。TEMPO氧化体系也用来制备羧基纳米纤 

维素 ]，并用于制备纳米纤维素膜 ]、胶体粒 

子 J、复合材料 。 以及应用于污水处理 川等领域。 

聚己内酯 (PCL)是一种由己内酯开环聚合得到 

的热塑性半结晶聚酯。其熔点为 59—64℃，玻璃化 

转变温度为 一60~C，具有良好的加工性和柔韧性，同 

时其因具有良好的生物相容性、无毒、低免疫性、优 

良的机械和热塑性能等特点，目前被广泛用于制备生 

物支架材料和羧基生物复合材料 。 

本研究将己内酯通过聚合方法接枝到羧基纤维素 

上，纤维素的接枝改性能够降低纤维素表面的亲水 

性，提高纤维素的疏水性 ，克服纤维素与疏水 

性聚合物混合成复合材料时相容性不好 、增强效 

果低【2 的问题，并且接枝大分子质量的聚合物比接 

枝小分子质量聚合物更能提高纤维素的疏水性和热稳 

定性 。 。提高羧基纤维素的热稳定性和疏水性及 

表面接枝聚合物可使纤维素有效地分散在有机溶剂 

中，或者与疏水性物质共混。同时，引入的侧链还可 

以赋予羧基纤维素多种优异性能，增强其功能性。 

1 实 验 

1．1 试剂与仪器 

纤维素粉末 (棉短绒)由山东煊元棉麻机械有限 

公司提供，Ot一纤维 素含量 >98％、含水 量约 8％。 

TEMPO、 一己内酯 (8一CL)和辛酸亚锡 (Sn(OCt)，) 

购自阿拉丁化学有限公司 (上海，中国)。其他试剂 

如溴化钠 (NaBr)、次氯酸钠 (NaC10)、氢氧化钠 

(NaOH)、甲苯、丙酮、二氯甲烷、苯甲醇等均为分 

析纯，购自广州化学试剂厂 (广州，中国)。己内酯 

使用前用氢化钙干燥 48 h后减压蒸馏，并在氩气氛 

围下保存。丙酮用高锰酸钾除水并蒸馏。甲苯用金属 

钠除水并蒸馏。其他试剂均不做进一步处理。 

1．2 实验过程 

将一定量纤维素粉末用 TEMP0／NaBr／NaclO反 

应体系氧化，到达反应终点后，用去离子水多次离心 

洗涤，并透析至 pH值为8左右，得到 Na型 TEMPO 

氧化的羧基纤维素 (TEMPO oxidized cellulose—COONa， 

记为 TOC—COONa)。在 TOC．COONa悬浮液中缓慢滴 

加 1 mol／L的 HC1直至 pH值为2，搅拌2 h，经多次 

去离子水洗涤，并透析至无氯离子检出，得到 H型 

TEMPO氧化的羧基纤维素 (记为 TOC．COOH)。采 

用电导滴定法 测得 TEMPO／NaBr／Nacl0反应体 

系氧化得 到 的 2种羧基 纤维素 的羧基含量 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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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mmol／go 

反应前，通过溶剂交换分别对所得的 Na型和 H 

型羧基纤维素悬浮液进行处理。溶剂交换即将 2．0 g 

羧基纤维素从悬浮液中转移到无水丙酮中，再转移到 

无水甲苯中，以去除羧基纤维素中残留的水。加入己 

内酯单体 (s—CL)20 g，超声处理 5 min以保证羧基 

纤维素分散在8一CL中，将悬浮液转移到干燥的两口 

烧瓶中，将此反应体系升温至 1IO~C，在氩气保护 

下，向反应体系中缓慢加入 2％ (质量分数，相对于 

单体用量)的辛酸亚锡催化剂和苯 甲醇引发剂，反 

应 24 h以上。反应结束后降至室温，接枝产物中加 

入二氯甲烷并浸泡搅拌 2天，使 自聚的 PCL和未反 

应的 一CL完全溶解在二氯甲烷中，过滤得到接枝产 

物，然后用二氯甲烷洗涤并索氏抽提48 h，以进一步 

去除反应中自聚的PCL和未反应的 一CL。洗涤后的产 

物在45~(2下真空干燥 48 h，得到接枝 PCL的羧基纤维 

素，并称量。 

接枝率 GP由式(1)得到： 

GP ：—mTOC．g．PCL
—

-- in TOC

×100％ (1) 
m TOC 

式中，mToc 眦是接枝后产物的质量，mToc是接 

枝前羧基纤维素的质量。 

1．3 结构表征 

采用傅里叶红外光谱仪 (Bruker TENSOR27)对 

样品进行红外光谱 (FT．IR)分析。5 mg样 品和 

100 mg KBr混合均匀，压片，用透射光谱法对样品 

进行测试 ，波数400～4000 cm～。 

”C—NMR固体核磁谱图通过 BrukerAvance．III HD 

400M (德国)在 100 MHz(磁场 9．4T)的条件获 

得。样品在室温下于4 mm的ZrO：转子中5 kHz魔角 

旋转，接触时问 1500 ms，弛豫 时间 1．5 S，扫描 

1000次 。 

利用 D8 ADVANCE广角 x射线衍射仪 (Bruker 

公司，德国)在铜靶、40 kV、40 mA、步长 0．04。、 

扫描速度 35．4 s／步、扫描范围2 为 5。～60。的条件 

下进行 x射线衍射 (XRD)分析。 

元素分析仪 (Vario EL cube Elemental，德国) 

可同时对有机 固体、敏感性和高挥发性物质中 C、 

H、N、S元素的含量进行定量测定。将约 5 mg样品 

进行粉碎研磨，然后包入锡囊，经自动进样器进入燃 

烧反应管中，通过在纯氧条件下的燃烧测定样品中的 

C、H、S元素含量。 

利用 XPS(x射线光电子能谱 ，Axis Ultra DCD， 

英国Katos公司)分析羧基纤维素及其改性产物表面 

化学组成。仪器扫描参数如下：光源为配有电荷补偿 

电子枪的单色 A1 Ka x射线，功率 150 W，高分辨光 

谱同能40 eV，低分辨光谱同能 160 eV，分析室中真 

空度大于6．66×10 Pa。 

采用高精度视频接触角测量仪 (Data Physics 

OCA 40 Micro，德国)对接枝后的样品进行接触角测 

定。具体步骤如下：在玛瑙研钵中将样品研成粉末， 

在 1 MPa的压力下使用压片机将粉末状样品压成表面 

光滑的小圆片。在样品表面滴 1滴 5～10 L的超纯 

水，并记录其在样品表面的轮廓图像。在基线与液体 

轮廓形成的切线的交接点处测定接触角并用杨氏一拉 

普拉斯方程进行修正。 

2 结果与讨论 

2．1 羧基纤维素接枝己内酯产物的结构分析 

为了阐明纤维素上羧基对己内酯接枝改性的影 

响，利用 TEMPO氧化法将天然纤维素改性成羧基纤 

维素 (TOC-COONa和 TOC—COOH)，并通过 FT．IR进 

行分析。 

Na型和 H型羧基纤维素接枝 PCL前后的 丌．IR 

谱图如图 1所示。由接枝前的谱图 (见图 1中的 A 

和 B)可以看 出，TOC—COONa和 TOC．COOH均在 

1160 cm 和3400 cm 附近出现了一OH和 c一0一c 

特征峰，并且均在 1610 cm。。处出现了 C0O一的吸收 

峰，表明纤维原料表面的部分伯羟基被氧化成羧 

基 ，此结果与文献[28．29]的研究结果一致。TOC． 

COOH和 TOC—COONa的 FT—IR谱图大部分相同，不 

同的是 TOC—COOH在 1730 cm。。处出现了吸收峰，这 

是羧基酸化后生成一c0OH的缘故 。 

接枝改性后，TOC—COONa改性产物的 FT—IR谱 

图在 1732 cm 处出现了新的特征峰，此峰为接枝的 

PCL酯基中C===0的伸缩振动吸收峰 ，表明PCL成 

波数／cm 

A：TOC—COONa；B：TOC—COOH；c：TOC(COONa)一g—PCL 
D：TOC(COOH)一g—PCL 

图 1 不同羧基纤维素及其接枝产物的 丌一IR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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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内酯 接枝己内酯的羧基纤维素 

注 苯甲醇作为共引发剂，辛酸亚锡作为催化剂。 

图2 羧基纤维素 (TOC)与己内酯 (s—CL)单体开环聚合反应示意图 

B：TOC(COOH)一g—PCL 

120 100 80 6O 40 20 

图3 羧基纤维素及其接枝产物的”C—NMR谱图 

功接枝到羧基纤维素上。而 TOC—COOH改性产物在 

1733 cm 处出现了强的酯基吸收峰。同时，改性产 

物在2905 cm 处出现了一个肩峰，归属于 CH 中 

c—H的振动，此结果与文献 [29，31]的结果相符。 

从图 1的 C和 D可以看出，对 TOC—COONa进行接枝 

改性时，其改性产物在 1734 cm 和 2905 cm 处的 

特征峰强度明显低于 TOC．COOH的接枝产物，即 Na 

型羧基纤维素上 PCL的接枝量少于H型羧基纤维素。 

这说明末端为 H型的羧基纤维素更有利于接枝反应 

的进行。 

羧基纤维素与己内酯单体开环聚合反应示意图如 

图2所示。羧基纤维素接枝 PCL的分子结构通过玎C- 

NMR谱图得到了证明 (见图3，以 TOC—COOH接枝 

前和接枝后为例)。与接枝前相比，接枝产物明显在 

为32．3、26．9、23．2处出现了新的信号峰，归属 

为接枝的 PCL上脂肪族各个碳的信号峰；6为 32．3 

处新的信号峰归属于PCL的a；6为26．9、23．2处新 

的信号峰归属于 PCL的 b、c、d，此结果与文献 

R=H或 

[19，31]的结果相符。6为 102．3处的 

信号峰为与 c：位羟基被 PCL取代的 

相邻碳原子 C， 的信号峰，然而接枝产 

物 TOC—g—PCL在 6为 172．2处的信号 

峰为酯羰基碳的信号峰 (见图3中的 

B)，与接枝前羧基纤维素羧基的信号 

峰 (见图3中的 A)有较大程度的重 

合，可能源于 TOC的羧基含量较高 

(达 1．28 mmol／g)致使羧基信号峰比 

较明显。C 位羟基接枝 PCL后，其碳 

原子信号峰与 e处碳原子信号峰重合， 

位于6为63．2处。图3表明，纤维素 

糖单元上羟基被 PCL部分取代。 

2．2 羧基纤维素接枝后化学成分分析 

元 素 分 析 (Elemental analysis， 

EA)可进一步定量说明2种羧基纤维 

素对接枝反应的差别，同时，还可以计算出改性前后 

羧基纤维素中 C元素的含量，进而估算接枝产物中 

PCL的含量 (见式(2))。接枝率和 EA测定的羧基 

纤维素改性前后的 c元素含量及相应的 O／C原子比 

如表 1所示。 

(100一WpcL)×Wb +WpcL X 63．15= ×100 (2) 

式中， 为接枝产物中 PCL含量，％；Wb。 和 

为接枝反应 前后羧基纤 维素 中的 C元素含 

量，％；63．15为根据化学式计算出的PCL中 C元素 

的理论含量，％。 

表 1 接枝前后不同羧基纤维素的元素分析 

由表 1可知，TOC．COONa的接枝率只有 4．1％， 

而TOC．COOH的接枝率达 12．1％。通过 EA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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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C(COOH)．g-PCL中 PCL含量为 

16．88％，高于 TOC(COOHNa)一g— 

PCL中 PCL的含量 (5．34％)，再 

次证明TOC．COOH的接枝率高，接 

枝效果优于 TOC—COONa。 

此 外，接 枝前 TOC—COONa和 

TOC—COOH的O／C原子比分别为1．40 

和1．25，接枝后O／C原子比降至1．30 

和1．05，下降幅度分别高达7．1％和 

16．0％。由于 PCL中O／C原子比为 

0．33，接枝产物中O／C原子比的下降 

说明PCL已接枝到羧基纤维素表面， 

同时表明TOC．COOH接枝的己内酯含 

量较TOC-COONa多。 

2种羧基纤维素接枝己内酯时， 

TOC—COOH的接 枝效果 好 于 TOC． 

COONa的接枝 效 果，而 且，TOC— 

COOH更有利于开环聚合接枝己内酯。 

为进一步分析改性前后 Na型 

和H型羧基纤维素的表面化学成分 

的变化，利用 XPS分析对上述结果 

进行了进一步验证，验证结果 (见 

图4)表明，H型羧基纤维素的接 

枝效果优于Na型羧基纤维素。这 2 

种羧基纤维素的接枝效果可通过改 

性前后样品中不同化学键的 C原子 

分数的变化来体现。 

图4为羧基纤维素及其接枝产 

物的XPS谱图。其中，样品表面化 

学成分的组成及 O／C原子比可通过 

低分辨率图谱 (见图 4a～d)进行 

分析得到，而通过分析高分辨率的 

C 谱图 (见图4e～h)可以获知不 

同样品中 c原子化学键的变化。高 

分辨率C 谱图中，c原子信号可分 

为4个高斯峰：位于 285 eV的 C 

峰表示 C—c键或 c—H键；位于 

286 eV的 Clsh峰表示 C一0键；位 

于 288 eV的 Clsc峰表示 O—C一0 

键；位于 289 eV的 C 峰表示 0一 

C=-0键。为了计算 C原子不同化 

学键在 C 峰中的相对比例，对样品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结合能／eV 

(a)TOC—COONa的XPS谱图 

1000 800 600 400 200 0 292 290 288 286 284 282 280 

结合能／eV 结合f~UeV 

(b)TOC(COONa)一g—PCL~XPS谱图 (f)TOC(COON~一g—PCL的C1 谱图 

1000 800 600 400 

结合能／ev 

(c)TOC—COOH的XPS谱图 

1000 800 600 400 

结合能／ev 

结合能／eV 

(g)TOC-COOH的Cl。谱图 

200 0 292 290 288 286 284 282 280 

(d)TOC(COOH)一g—PCL~XPS谱图 

结合能／ev 

(h)TOC(COOH)一g—PCL的C1 谱图 

图4 不同羧基纤维素接枝前后的 XPS谱图 (a～d) 

及其对应的高分辨率的c 谱图 (e～h) 

的C 高分辨谱图进行积分拟合，得到了不同化学键 

的 C原子分数 (见表 2)。 

从低分辨率谱图 (见图4a～d)可以看出，羧基 

纤维素及其改性产物的主要组成元素为 c和 O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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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不同羧基纤维素及其接枝产物 C。。谱图中不同化学键的 C原子分数及 O／C原子比 

注 结合能在 287 eV左右。 

出现在285 eV和 532 eV处。TOC—COONa表面的 O／ 

C原子比为 0．21，TOC COOH的表面 O／C原子比为 

0．19，两者比较相近。接枝聚合反应后，TOC—COONa 

表面的O／C原子比从0．21降至0．19，降低了9．5％， 

TOC—COOH表面的 O／C原子比从 0．19降至0．16，降 

低了 15．8％。由于PCL中O／C原子比为 0．33，接枝 

产物表面 O／C原子比的降低说明 PCL已接枝到羧基 

纤维素表面，并且接枝 PCL后，TOC—COOtt表面的 

O／C原子比下降的幅度比TOC—COONa表面的 O／C原 

子比下降幅度大，说明 TOC—COOH接枝己内酯的效 

果比TOC—COONa的效果好。 

C 的高分辨图谱 (见图4e～h)进一步验证了 

2种羧基纤维素的接枝效果。改性前 2种羧基纤维 

素 c 键含量大致相同，Na型和 H型羧基纤维素的 

C㈧，键 含 量 分 别 为 27．5％ 和 33．9％。改 性 后 

TOC(COOH)一g-PCL的 C。 峰中，C 键所 占比例从 

33．9％增至43．2％，增加部分来源于接枝的PCL链 

中的C—c键，这一结果与文献 [29，31]的结果相 

符，但是与这些结果相 比，本实验结果 C 所 占比 

例增加的幅度不明显，其原因可能与接枝率低、接 

枝产物中 PCL的含量不高有关。与 TOC(COONa)一 

g-PCL相比，TOC(COOH)一g-PCL的 C1 峰 中 C 键 

所占比例提高较多，说明H型羧基纤维素开环聚合 

接枝己内酯时，己内酯的接枝率更高、接枝密度 

更大 

20／(。) 

图5 不同羧基纤维素及其接枝产物的XRD谱图 

2．3 接枝反应对羧基纤维素晶体结构的影响 

利用 XRD分析了2种羧基纤维素及其改性产物 

的晶体结构，得到了如图 5所示的 XRD图谱，相应 

结晶度的计算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羧基纤维素接枝前后结晶度的变化 

从图5可以看出，TOC—COONa和 TOC—COOH均 

表现出典型的纤维素 I晶体结构，而且这 2种羧基纤 

维素的改性产物均保持了主要晶面的衍射峰，说明在 

聚合反应过程中，羧基纤维素的主要晶体结构未发生 

改变。PCL的特征衍射峰理论上应出现在2 为21．3。 

处，但在这 2种改性产物的 XRD图谱中均未出现该 

峰。这主要是因为纤维素 I的020晶面在2 为 22．8。 

处有一个较强的衍射峰。此峰的位置与 PCL特征峰 

的位置相近，且由于该峰强度较大，会与 PCL特征 

峰重合并遮盖其峰形 。由这 2种羧基纤维素及其 

改性产物的结晶度可知，在接枝反应前，TOC．COOH 

的结晶度 (73．5％)略高于TOC—COONa(71．3％)。 

接枝反应后，TOC—COOH 的结 晶度从 73．5％降至 

67．5％，说明接枝过程中羧基纤维素的结晶区受到一 

定程度的破坏。反应过程中羧基纤维素表面部分羟基 

被 PCL链所取代 ，使羧基纤维素晶体间氢键作用减 

弱，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羧基纤维素的结晶结构 。 

同时，TOC．COONa结晶度的降低并不十分明显，说 

明接枝到TOC—COONa表面的 PCL链密度较小，对羧 

基纤维素晶体结构的影响较小，这与元素分析 (EA) 

和 XPS分析结果相符。 

2．4 不同羧基纤维素改性前后疏水性的比较 

通过静态接触角分析了2种羧基纤维素改性前后 

的疏水性。一般来说，接触角在 0～90。范围内为亲 

水性物质。在90。～180。范围内为疏水性物质。不同 



 

(d)TO(’一((2"OOt{1一g-PCL 

冬1 6 1 I· r羹五 纤维 忮J 接枝J ：物的接刚lfnI冬1f 

睃J 纤维索改十叶 前 fJ；；~8fn0,角 (CA) 。 

J冬I像 【冬I 6所，J 

从【冬I 6【1J ，̈Na I4干lJ H 段 

纤维索的接触角均较小，lI．住实验过 S 

fJ'样 灰 对水滴的ll及收速瞍很 妻 

队．说lJJJ其东水性f 姒 PCI 均聚物 

的拔触 ，fj为 99．7。，为疏 水性 物质 ． 

拔枝 后，2利 改 J ：物 的表 呵接 

触，fJ均仃所增人，I1．样 丧面埘水滴 

的吸收速度减慢 此 ，|rOC(C0()一 

Na)一g-I 羽1 TOC(C()OtI)一g-PCI 接 A 

』 『f】的增大足 表 疏水性 t'CI 

致 的 时， I ()( (COOH)一g一 

() 

FOC—COONa；B：T()C【(、OONa)一g·PC'L：( ： r()(、一(、()OIL D： r0( (COOtt)一g PCL：E：PCL 

7 4q,；J段 ￡̂钎维素及 接搜， 物的 J1G曲线_f7j⋯ C Itlt线 

PCI 的接触 (79．4。)flJJ显大_r l、()(：(C()ONa)晋 

I)(：J n，J接角虫加 (54．9。)，．r()c(COOH)一g-l’【：IJ的接触 

ffJ 接近 PC[ 均柴物的接触角，说明 多的疏水性 

l 接杖在 I{，I4羧块2r-ffi~ 的表而 

2．5 ／f 同段堆纤维 改 前后热稳定一 的比较 

7显示 J 4~lid段 纤维索及其改 ， ：物的热稳 

定 ；降解过 ·『l热降解温度 和最商热降解温 

71
．．． ( 表4)的小 ，说明 2币叶，羧基纤维索及其接 

枝 物 热稳定性 仃f1 异 

ffI 7可以行 1̈，所仃样品在 100o(；附近损火较 

少，这址样 表面所吸附的水蒸发引起的 ．接枝前， 

表4 不同羧基纤维素及其接枝产物的热降解参数 

T()【 一COONa的热降 温度为 2l7 ：， r【)c—CO()H的 

于lI降解温度为 223R]，此外，T()(：一【 【)【)Na和 T()L：一 

(：()()H的最高热降解泓度有显普差 ， FOC。CO()Na 

n1．JjIIRL『~叫,-热降解温度ff{现在 246c【：和283 ：，这可能与 

姗 

圳 



38 H型和Na型羧基纤维素表面改性接枝己内酯的比较研究 第32卷 第 1期 

脱水葡萄糖醛酸钠单元有关 引，TOC．COOH的最高 

热降解温度为323 oC。接枝前 TOC．COOH的热稳定性 

高于 TOC—COONa。 

由于接枝物 PCL的热降解温度为 29922、最高热 

降解温度为 338~C，其热稳定性高于羧基纤维素。羧 

基纤维素接枝 PCL后热稳定均有所提高，接枝后， 

Na型羧基纤维素的热降解温度提高到 230~C，但有 2 

个最高热降解温度，分别从 24622提高到 26622和从 

283℃提高到 300~C；H型羧基纤维素的热降解温度 

提高到267℃、最高热降解温度提高到 34522，热降 

解温度和最高热降解温度均有较大幅度的提高。接枝 

产物 TOC(COOH)一g-PCL的热稳定性明显高于 TOC 

(COONa)．g-PCL，这 与 TOC．COOH 的接枝 率高 于 

TOC—COONa的接枝率有关。 

3 结 论 

棉短绒经 TEMP0／NaBr／Nacl0选择性氧化可使 

表面的部分伯羟基氧化成羧基，成为羧基纤维素；在 

碱性环境下该羧基呈羧钠型，经酸化后变成羧基氢 

型。氧化后的纤维原料接枝己内酯，可以在纤维素分 

子链上形成聚己内酯侧链，且 H型羧基纤维素的接 

枝率高于 Na型羧基纤维素的接枝率。 

H型和 Na型羧基纤维素接枝产物的疏水性和热 

稳定性都有大幅度提高。接枝前纤维素样品亲水性很 

强，接枝后，疏水性 PCL接枝在纤维素表面，因此， 

接枝产物疏水性增强。H型羧基纤维素的热降解温度 

提高幅度大于 Na型羧基纤维素，这与更多的热稳定 

高的聚己内酯接枝在了H型羧基纤维素的表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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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arison of Grafting Polycaprolactone on Carboxylate Celluloses in H or Na Form 

LIU Rui FU Shi—yu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Pulp and Paper Engineering，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Guangdong Province，510640) 

( E—mail：shyfu@seut．edu．an) 

Abstract：The main objective of this work is the comparison of the grafting polycaprolactone(PCL)on the surface of carboxylate celluloses in 

H or Na form via ring—opening polymerization(ROP)in order to enhance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cellulose and the hydrophobic poly— 

mer matrix．In this work，cellu|ose was oxidized with catalysts of2，2，6，6-tetramethylpiperidine一1一oxyl radical(TEMPO)，sodium hypochlo 

rite and sodium bromide in water．The primary hydroxyl groups were selectively oxidized into carboxyl groups．TEMPO—oxidized cellulose 

with sodium carboxylate groups(TOC—COONa)was completely converted to individual TEMPO—oxidized cellulose with free carboxyl groups 

(TOC—COOH)and dispersed in water．The two carboxylate celluloses(TOC—COONa and TOC—COOH)were dewatered and grafted with PCL 

by ROP．The PCL—grafted cellulosic materials were characterized by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FT—IR)，X—ray diffraction，elemental analy一 

8is，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contact angle measurement，Carbon-13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13C—NMR) 

spectroscopic techniques and thermogravimetric(TG)analyses，respectively．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EMPO—oxidized cellulose with free 

carboxyl groups(TOC—COOH)was more likely to be modified by PCL，and its corresponding PCL—grafted cellulosic materials was more hy— 

drophobic and thermal stable than that of TEMPO—oxidized cellulose with sodium carboxylate groups(TOC—COONa)． 

Keywords：carboxylate celluloses；polycaprolactone；grafting；hydrophobic；thermal stab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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