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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请涉及一种维帕他韦的合成方法，其采

用了新的原料和新的中间体，减少了反应步骤，

同时减少鎓盐的使用量，解决了现有技术公开的

合成方法中普遍存在的反应路线过长、总收率较

低、不太适合工业放大生产的缺陷，有效降低了

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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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维帕他韦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步骤I：化合物I与1-Cl-2-乙氧基乙烯在钯催化下生成化合物II；

步骤II：化合物II在酸催化下水解生成化合物III；

步骤III：化合物III在溴代试剂作用下生成中间体IV；

步骤IV：化合物IV通过缩合、环化、芳构反应生成化合物X维帕他韦；

其中，步骤I和II连续反应，

步骤I在乙酸钯、1,3-双(二苯基膦)丙烷、碳酸钾的作用下在常压下回流反应；以物质

的量计各反应物的投料比为：化合物I  1当量，1-Cl-2-乙氧基乙烯  1-3当量，乙酸钯  0.03-

0.1当量，1,3-双(二苯基膦)丙烷  0.05-0.15当量，碳酸钾  1-2当量；回流反应使用水和四

氢呋喃的混合溶液，其中四氢呋喃体积分数为20-80％；

步骤II中，将步骤I反应后的溶液冷却到30-40℃，加入强酸，将溶液pH调节到1.5以下，

搅拌1-3h，所述强酸为盐酸或硫酸；加入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洗涤浓缩后用甲醇重结晶得

到化合物III；

反应如下所示：

。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IV可分为如下步骤：

IV-1：中间体IV与化合物V缩合生成中间体VI；

IV-2：中间体VI与化合物VII缩合生成中间体VIII；

IV-3：中间体VIII环合反应生成中间体IX；

IV-4：中间体IX通过芳构化反应生成化合物X维帕他韦；

反应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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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III使用的溴代试剂为N-溴代丁二酰

亚胺、5,5-二甲基-1,3二溴海因、三溴化吡啶鎓，或其组合；式III化合物与溴代试剂摩尔比

为1:0.5-3。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IV-1和IV-2在碱性条件下进行，所使

用的碱性试剂选自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碳酸氢盐、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碳酸盐、碱金属或

碱土金属的氢氧化物。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使用的碱性试剂为碳酸钾、碳酸钠或氢

氧化钠。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IV-3所述的环合反应在选自下组的氨

或其衍生物存在下进行：乙酸铵、甲酸铵、碳酸氢铵，或其组合；所述反应温度在70-120℃之

间。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温度为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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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IV-3使用的溶剂为甲苯或二甲苯；中

间体VIII化合物与环合试剂摩尔比为1:10-40，环合试剂选自乙酸铵、甲酸铵、碳酸氢铵，或

其组合。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中间体VIII化合物与环合试剂摩尔比为1:

15-30。

10.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中间体VIII化合物与环合试剂摩尔比为

1:18-25。

11.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IV-4芳构化反应使用氧化剂二氧化锰

或二氯二氰基苯醌进行直接氧化完成芳构化，或者使用钯、烯烃混合体系进行转移氢化完

成芳构化；步骤IV-4使用的溶剂选自二氯甲烷、乙酸乙酯、四氢呋喃、甲苯或二甲苯；步骤

IV-4反应温度为0-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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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维帕他韦的合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药化工领域，特别涉及丙型肝炎病毒新药维帕他韦及其系列中间体

的新方法合成。

背景技术

[0002] 丙  型肝炎病毒感染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是输血后肝炎的主要病因之一。目前，全

世界丙型肝炎感染率为3％，由此推算约有1.7亿至2.0亿人为丙型肝炎病毒  (hepatitis 

virus  C，HCV)感染者，每年新增感染者约为350万人。

[0003] 目前，以NS5A为抗病毒靶点的研究已成为抗HCV领域的热点。维帕他韦(CAS:

1377049-84-7)作为吉利德开发的一款新型NS5A型丙肝特效药，具有广大的市场前景。

[0004] 现有技术公开的合成方法普遍存在反应路线过长，总收率较低，不太适合工业放

大生产的缺陷，因此，采用新的合成原料，缩短反应步骤具有重要的技术价值和经济效益。

发明内容

[0005]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制备维帕他韦的新方法，该合成

方法工艺路线简单、成本低廉、适宜工业化生产。

[0006] 本发明的目的之一是提供维帕他韦的新方法，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07] 步骤I：化合物I与1-Cl-2-乙氧基乙烯在钯催化下生成化合物II；

[0008] 步骤II：化合物II在酸催化下水解生成化合物III；

[0009] 步骤III：化合物III在溴代试剂作用下生成中间体IV；

[0010] 步骤IV：化合物IV通过缩合、环化、芳构反应生成化合物X维帕他韦。

[001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前述步骤I在乙酸钯、1,3-双(二苯基膦)丙烷、碳酸

钾的作用下回流反应。以物质的量计各反应物的投料比为：化合物I  1当量，  1-Cl-2-乙氧

基乙烯1-3当量，乙酸钯0.03-0.1当量，1,3-双(二苯基膦)丙烷0.05-0.15  当量，碳酸钾1-2

当量。

[001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前述步骤I回流反应使用选自水、DMF、THF  和乙酸乙

酯的溶剂，所述溶剂优选为水和四氢呋喃的混合溶液，其中四氢呋喃体积分数为20-80％。

[001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前述步骤I回流反应在常压下进行。

[001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前述步骤II，将步骤I反应后得到的溶液冷却到30-

40℃，加入强酸，将溶液pH调节到1.5以下，搅拌1-3h；加入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洗涤浓缩

后用甲醇重结晶得到化合物III。

[001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前述步骤II所述强酸优选为盐酸或硫酸。

[001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和II连续进行。

[0017] 本发明所述方法反应路线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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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8]

[001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II中使用溴代试剂可以为N-溴代丁二酰亚胺

(NBS)、5,5-二甲基-1,3二溴海因、三溴化吡啶鎓，或其组合。

[002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式III化合物与溴代试剂摩尔比为1:0.5-3。

[002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可以使用现有技术相似的方法获得维帕他

韦，例如CN106831737A或CN105732765A中的方法。

[0022] CN106831737A或CN105732765A公开的相关内容引入此处，并且作为本发明说明书

公开的一部分内容。

[002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中包含如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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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002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可分为如下步骤：

[0026] IV-1：中间体IV与化合物V缩合生成中间体VI；

[0027] IV-2：中间体VI与化合物VII缩合生成中间体VIII；

[0028] IV-3：中间体VIII环合反应生成中间体IX；

[0029] IV-4：中间体IX通过芳构化反应生成化合物X维帕他韦。

[0030]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1和IV-2在碱性条件下进行，所使用的碱性

试剂包括但不限于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碳酸氢盐、碱金属或碱土金属的碳酸盐、碱金属或

碱土金属的氢氧化物，所述碱性试剂优选碳酸钾、碳酸钠或氢氧化钠。

[0031]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所述的步骤IV-1中，反应温度为25～50℃，优选30-

40℃，使用的碱为碳酸钾或碳酸钠。

[0032]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所述的步骤IV-2中，反应温度为55～150℃，优选60-

70℃，使用的碱为碳酸钾或碳酸钠，并加入KI催化反应。

[0033]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3所述的环合反应在选自下组的氨或其衍生

物存在下进行：C1-C6的羧酸铵、无机酸的铵盐、尿素、NH3、甲基硅二胺，或其组合；优选乙酸

铵、甲酸铵、碳酸氢铵，或其组合。

[0034]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3反应温度为70-120℃，优选8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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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3使用的溶剂为甲苯或二甲苯。

[0036]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3中，中间体VIII化合物与环合试剂摩尔比

为1:10-40，优选为1：15-30，更优选为1:18-25。

[0037]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4芳构化反应选用二氧化锰或二氯二氰基苯

醌进行直接氧化完成芳构化。

[0038]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4芳构化反应选用钯、烯烃混合体系进行转

移氢化完成芳构化。

[0039] 根据本发明的一个实施方案，步骤IV-4芳选用的反应溶剂选自二氯甲烷、乙酸乙

酯、四氢呋喃、甲苯或二甲苯；反应温度为0～140℃。

[0040] 本发明提供的维帕他韦制备方法，工艺路线简单、成本低廉、总收率较高，更加适

宜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41] 实施例1中间体III的制备

[0042] 取化合物I(28 .5g，100mmol)，1-Cl-2-乙氧基乙烯(16 .0g，150mmol)，乙酸钯 

(1.00g，4.5mmol)，1,3-双(二苯基膦)丙烷(4.23g，10.2mmol)，碳酸钾(20.7g，  150mmol)在

200ml60％的THF水溶液中搅拌均匀，回流反应2.5h，反应完全，冷却至室温，缓慢滴加37％

浓盐酸24ml，滴毕，搅拌反应3h，反应完全后加入乙酸乙酯，每次100ml萃取两次，合并有机

层，用10％碳酸钾水溶液洗涤一次，有机层用无水硫酸钠干燥，过滤，减压浓缩得化合物III

(31.2g，95.4％)，加入  90ml甲醇在65℃下回流10min，缓慢冷却至室温析晶1h，过滤得化合

物III(30.1g，  91.3％)。

[0043] 化合物III：MS(ESI)m/z[M+H]+327.1。

[0044] 实施例2中间体IV的制备

[0045] 取化合物III(19.6g，60mmol)，三溴化吡啶鎓(43.4g，136mmol)溶于9∶1二氯甲烷/

甲醇150ml中，氮气保护，加热至35℃，搅拌反应50min反应完全，将反应液冷却至10℃，过滤

得中间体IV，加入100ml甲醇在65℃下回流15min，缓慢冷却至室温析晶2h，过滤，滤饼用

10ml甲醇洗涤，40℃干燥得到中间体  IV(20.7g，85％)。

[0046] 实施例3合成化合物VI

[0047] 向反应瓶中依次加入化合物IV(20.3g，50mmol)，化合物V(17.2g，60mmol)，碳酸钾

5.5g，四氢呋喃150ml，然后在30-35℃反应16h，LC监测原料IV消失。加入300ml乙酸乙酯，

200ml水，搅拌10min，分出有机相，水相再用乙酸乙酯萃取100ml*3次，合并有机相，硫酸钠

干燥，浓缩得化合物VI(27.5g，收率90.0％)。

[0048] 实施例4合成化合物VIII

[0049] 反应瓶中加入化合物VI(24 .5g，40mmol)，化合物VII(14 .0g，40mmol)，碳酸钾

(11.0g，80mmol)，KI催化(0.5-1.0g)，100mlDMF，60-70℃反应12-15h，LC  监测原料VI消失。

加入200ml乙酸乙酯，200ml水，搅拌10min，分出有机相，水相再用乙酸乙酯萃取100*2ml次，

合并有机相，硫酸钠干燥，浓缩得化合物  VIII(35.5g，收率96.1％)。

[0050] MS(ESI)m/z  925.2[M+H]+

[0051] 实施例5环合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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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三口烧瓶中加入化合物VIII(27 .7g，30mmol)，乙酸铵(46 .2g，600mmol)，甲苯

(250mL)和乙二醇单甲醚(13.2mL)，搅拌均匀后加热至100℃反应6-8小时。反应结束冷至室

温，甲苯相用水洗130mL*2次，硫酸钠干燥，浓缩除去大部分溶剂，加入石油醚(440mL)，打

浆，过滤干燥得中间体IX(22.6g，收率85.0％)。

[0053] MS(ESI)m/z  886.3[M+H]+。

[0054] 实施例6芳构化反应生成X

[0055] 三口烧瓶中加入化合物IX(8.85g，10mmol)，二氯甲烷(89mL)，搅拌均匀后加入二

氧化锰(13.82g，100mmol)，加室温反应16～24小时。反应结束过滤，滤液浓缩，柱层析分离，

浓缩干燥得产品X(8.18g，收率92.1％)。

[0056] MS(ESI)m/z  883.1[M+H]+。

[0057] HPLC纯度为98.72％。

[0058]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替换，这些改进和替换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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