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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合成反式2‑烯‑4‑炔‑1‑

醇类化合物的方法，所述的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

行制备：以式Ⅰ所示2‑丙炔基环氧乙烷为起始物，

在金催化剂、四(3，5‑二(三氟甲基)苯基)硼酸

钠、溶剂存在条件下，加热至80℃‑100℃反应过

夜，得到反应液经分离纯化，制备得到式Ⅱ所示

反式线性2‑炔‑4‑烯‑1‑醇类化合物；所述四(3，

5‑二(三氟甲基)苯基)硼酸钠、金催化剂与式Ⅰ所

示2‑丙炔基环氧乙烷的物质的量之比为0.05～

0.1:0.02～0.05：1。本发明所述的原料及反应过

程安全环保；产物的结构单一，选择性好，无异构

体产生；原料易得，且对原料的构型没有特殊要

求，反应步骤简单，且是一种合成反式2‑烯‑4‑

炔‑1‑醇类化合物的新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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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合成反式2‑烯‑4‑炔‑1‑醇类化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方法按照如下

步骤进行制备：

以式Ⅰ所示2‑丙炔基环氧乙烷为起始物，在金催化剂、四(3，5‑二(三氟甲基)苯基)硼酸

钠、溶剂存在条件下，加热至80℃‑100℃反应过夜，得到反应液经分离纯化，制备得到式Ⅱ

所示反式线性2‑炔‑4‑烯‑1‑醇类化合物；所述四(3，5‑二(三氟甲基)苯基)硼酸钠、金催化

剂与式Ⅰ所示2‑丙炔基环氧乙烷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式Ⅰ或Ⅱ中，R为苯基、4‑乙基苯基、2‑甲基苯基、4‑甲氧基苯基或3‑噻吩基中的一种；所

述的金催化剂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式Ⅱ所示反式线性2‑炔‑4‑烯‑1‑醇类化

合物为下列化合物之一：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的反应温度为90℃。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为二氯乙烷、甲苯或氟苯中的一种。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溶剂的加入量以所述式Ⅰ所示2‑丙炔基

环氧乙烷的物质的量计为10L/mol。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反应液的分离纯化为：将反应液冷却至

室温后，在反应液中加入柱层析硅胶，并通过减压蒸馏除去溶剂，通过柱色谱分离，以石油

醚/乙酸乙酯＝5:1作为洗脱剂，收集含目标产物的洗脱液，减压蒸除溶剂得到目标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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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合成反式2‑烯‑4‑炔‑1‑醇类化合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有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具体地说涉及一种反式2‑烯‑4‑炔‑1‑醇

类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线性的反式烯炔化合物在生物活性化合物和天然化合物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

色，包括oxamflatin，以及一种糖尿病治疗药物NNC  61‑4655等，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化

合物的烯丙基位都是含氧官能团。2‑炔‑4‑烯‑1‑醇类以及相关化合物在一些列活性物质的

合成过程中是十分有用的前体。

[0003] 2000年，Takeuchi,Ryo发现了一种以(E)‑5‑苯基戊‑2‑烯‑4‑炔酸乙酯为原料，二

异丁基氢化铝为还原剂在‑78℃下反应，以合成反式2‑烯‑4‑炔‑1‑醇类化合物的方法

(Journal  of  Organic  Chemistry,65(5) ,  1558‑1561；2000)，但是此方法存在着所用的还

原剂易燃比较危险，且原料必须是单一构型等缺点。

[0004]

[0005] 末 端 炔 烃 的 选 择 性 催 化 二 聚 反 应 本 是 形 成 烯 炔 结 构 的 有 效 方 法 

(Chem.Soc.Rev.2016,45,2212–2238)，然而炔烃的二聚反应可导致形成线性的E/Z混合物

或是形成了非线性产物，这取决于催化剂的选择。而且偶联两种不同的炔烃，选择性的生成

空间结构单一的产物显得十分困难。2016年，Matthew  G.Lauer发现了一种以钯催化苯乙炔

与丙炔醇偶联生成反式2‑烯‑4‑炔‑1‑醇类化合物的方法(ACS  Catal .  2016 ,6 ,5834‑

5842)，但是此方法存在着在产生目标产物的同时，会生成一定量的异构体导致难以分离，

以及丙炔醇毒性较大等不足。

[0006]

[0007] 因此，开发一种简单的、通用的合成反式线性2‑炔‑4‑烯‑1‑醇类化合物的方法是

十分有必要的。

发明内容

[0008] 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用，简便，高效的合成反式线性2‑炔‑

4‑烯‑1‑醇类化合物的方法。

[0009]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

[0010] 一种合成反式2‑烯‑4‑炔‑1‑醇类化合物的方法，按照如下步骤进行制备：

[0011] 以式Ⅰ所示2‑丙炔基环氧乙烷为起始物，在金催化剂、四(3，  5‑二(三氟甲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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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硼酸钠、溶剂存在条件下，加热至80℃‑100℃反应过夜，得到反应液经分离纯化，制备得

到式Ⅱ所示反式线性2‑  炔‑4‑烯‑1‑醇类化合物；所述四(3，5‑二(三氟甲基)苯基)硼酸钠、

金催化剂与式Ⅰ所示2‑丙炔基环氧乙烷的物质的量之比为  0.05～0.1:0.02～0.05：1(优选

为0.1:0.02：1)；具体反应式如下：

[0012]

[0013] 其中，式Ⅰ或Ⅱ中，R为苯基、4‑乙基苯基、2‑甲基苯基、4‑甲氧基苯基或3‑噻吩基中

的一种。

[0014] 进一步，本发明所述的金催化剂如下：

[0015]

[0016] 再进一步，本发明所述的金催化剂的制备过程如下：

[0017]

[0018] 本发明所述的方法，所述的反应温度优选为90℃。

[0019] 本发明所述的方法，所述溶剂为二氯乙烷、甲苯或氟苯中的一种，最优选为二氯乙

烷。

[0020] 本发明所述的方法，所述溶剂的最优用量以所述式Ⅰ所示2‑丙炔基环氧乙烷的物

质的量计为10L/mol。

[0021] 本发明所述的方法，所述反应液的分离纯化为：将反应液冷却至室温后，在反应液

中加入柱层析硅胶，并通过减压蒸馏除去溶剂，通过柱色谱分离，以石油醚/乙酸乙酯＝5:1

作为洗脱剂，收集含目标产物的洗脱液，减压蒸除溶剂得到目标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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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2] 进一步，所述柱层析硅胶为100‑200目。

[0023] 本发明所述式Ⅱ所示含N‑二氟甲基类化合物优选为下列化合物之一：

[0024]

[0025]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6] (1)原料及反应过程安全环保；

[0027] (2)产物的结构单一，选择性好，无异构体产生；

[0028] (3)原料易得，且对原料的构型没有特殊要求，反应步骤简单，且是一种合成反式

2‑烯‑4‑炔‑1‑醇类化合物的新路线。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详细说明，但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

此：

[0030] 实施例中所述的金催化剂的制备过程为：

[0031] A的合成：向装有磁子的三口瓶中加入5‑溴异喹啉(10mmol) ,  2‑溴苯基硼酸

(1.06equiv.)，四(三苯基膦)钯(5mol％)，碳酸氢钠(4.5equiv.)，并对其进行氮气保护，用

注射器往瓶中加入20ml乙二醇二甲醚以及10ml去离子水，将体系加热至95℃反应过夜。待

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用二氯甲烷萃取，收集有机相，并对水相再萃取两次，合并有机

相，将有机相用水洗涤，并用无水硫酸钠干燥，随后用柱层析分离获得产物A。

[0032] B的合成：向装有磁子的圆底烧瓶中加入A(10mmol) ,以及30  ml四氢呋喃，室温搅

拌下加入碘甲烷(1.5equiv.)，反应24小时。反应结束后，有大量黄色固体析出，进行抽滤获

得的固体即为目标产物。

[0033] C的合成：向装有磁子的圆底烧瓶中加入B(5mmol)，以及10ml 甲醇，室温搅拌下加

入硼氢化钠(3.0equiv.) ,反应12小时。反应结束后，向体系中加入饱和碳酸钠溶液进行淬

灭，之后用二氯甲烷萃取，收集有机相，并对水相再萃取两次，合并有机相，将有机相用水洗

涤，并用无水硫酸钠干燥，随后用柱层析分离获得产物C。

[0034] D的合成：向装有磁子的三口瓶中加入C(4mmol) ,醋酸钯(5  mol％)，dippf

(6mol％) ,叔丁醇钠(1.02equiv.)，并对其进行氮气保护，用注射器往瓶中注入10mol干燥

的甲苯，室温搅拌约20  分钟，待反应体系呈均相后，往体系中加入HPAd2(1.1equiv.)，将体

系加热至110℃反应过夜。反应结束后，冷却至室温，柱层析分离获得产物D。

[0035] 表征数据：1H  NMR(CDCl3 ,500MHz)δ:7.89(d ,J＝7.4Hz ,1H) ,7 .34  (pd ,J＝7.4,

1.6Hz,2H) ,7.17‑7.15(m,1H) ,7.12(t,J＝7.5Hz,1H) ,7.00  (d,J＝7.5Hz,1H) ,6.97(d,J＝

7.5Hz,1H) ,3.83(d ,J＝14.9Hz,1H) ,  3.56(d ,J＝14.9Hz,1H) ,2.77(dt,J＝10.4,4.8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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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 ,2.70‑2.66(m,  1H) ,2.50–2.33(m,5H) ,2.03–1.80(m,18H) ,1.65(d ,J＝12.3Hz,  12H)

.13C  NMR(CDCl3,125MHz)δ:150.12(d ,J＝33.9Hz) ,142.49(d ,  J＝6.6Hz) ,136.83(d ,J＝

2.4Hz) ,133.80,133.63,133.41 ,131 .30,  130.89(d ,J＝6.6Hz) ,129.72(d ,J＝3.3Hz) ,

128.11,125.29(d ,J＝4.6  Hz) ,124.18,58.20,52.82,45.79,42.03(d ,J＝13.1Hz) ,37.46

(dd,J＝  58.6,25.6Hz) ,36.93,28.87(d,J＝8.5Hz) ,28.56.

[0036] E的合成：向装有磁子的圆底烧瓶中加入D(1.01equv.) ,DMS  ‑AuCl(1mmol)，以及

6ml无水二氯甲烷，室温搅拌30min。反应结束后，将体系减压除去溶剂即获得产物E。

[0037] 表征数据：1H  NMR(CDCl3,500MHz)δ:7.86(t,J＝7.3Hz,1H) ,  7.51(t,J＝7.4Hz,

1H) ,7.47(t,J＝7.6Hz,1H) ,7.24–7.21  (m,1H) ,7.20(d,J＝7.6Hz,1H) ,7.15(t,J＝7.6Hz,

1H) ,6.78  (d,J＝7.3Hz,1H) ,3.83(d,J＝14.9Hz,1H) ,3.71(d,J＝14.  9Hz,1H) ,2.81–2.71

(m,1H) ,2.62–2.52(m,2H) ,2.45(s,2  H) ,2.32–2.24(m,1H) ,2.23–1.91(m,18H) ,1.66(d ,J

＝14.7  Hz,12H) .13C  NMR(CDCl3,125MHz)δ:149.43(d,J＝13.6H  z) ,140.88(d,J＝6.1Hz) ,

135 .95 ,134 .66(d ,J＝2.4Hz) ,133 .30  (d ,J＝7.5Hz) ,131 .34 ,130 .75(d ,J＝2.2Hz) ,

128.18,126.77 ,  126.19(d ,J＝6.6Hz) ,125.01 ,124.39(d ,J＝43.1Hz) ,58.16,5  2.18,

45 .84 ,42 .73(dd ,J＝97.2 ,23 .8Hz) ,42 .24(dd ,J＝121 .9 ,  2 .2Hz) ,36 .23(dd ,J＝4.3 ,

1.4Hz) ,28.88,28.58(dd,J＝30.8,  9.8Hz) .

[0038] 实施例1

[0039]

[0040] 将0.004mmol 0 .02mmol四(3，5‑二(三氟甲基)  苯基)硼酸钠加入15ml 

schlenck管中，氮气保护完成后，再用注射器加入0.2mmol  2‑(3‑苯基‑2‑丙炔基)环氧乙烷

和2mL  DCE。接着，在90℃油浴下反应12小时。反应结束后，在反应液中加入两药匙柱层析硅

胶(100‑200目)，并通过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再通过柱色谱分离得到产物纯品(以石油醚/乙

酸乙酯＝5:1作为洗脱剂)。该物质为黄色液体，产率68％。

[0041] 表征数据：1H  NMR(500MHz,CDCl3)δ7.46‑7 .44(m ,2H) ,7 .34‑7 .32  (m ,3H) ,6.37

(dt,J＝15.9,5.2Hz,1H) ,5.99(dt,J＝15.9,1 .8Hz,1H) ,  4.29(dd ,J＝5.2,1 .8Hz,2H) ,

1.66(s,1H) .；13C  NMR(125MHz,CDCl3) δ141.7,131.5,128.3,128.2,123.2,110.5,90.2,

87.2,63.1.

[0042] 实施例2

[0043]

[0044] 将0.01mmol 0 .02mmol四(3，5‑二(三氟甲基)苯基)硼酸钠加入到15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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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enck管中，氮气保护完成后，再用注射器加入0.2mmol  2‑(3‑(邻甲基)苯基‑2‑丙炔基)

环氧乙烷和2m  L  DCE。接着，在90℃油浴下反应过夜。反应结束后，在反应液中加入两药匙

柱层析硅胶(100‑200目)，并通过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再通过柱色谱分离得到产物纯品(以

石油醚/乙酸乙酯＝5:1作为洗脱剂)。该物质为黄色液体，产率65％。

[0045] 表征数据：1H  NMR(500MHz,CDCl3)δ7.42(d ,J＝7.5Hz,1H) ,  7 .23–7 .20(m ,2H) ,

7.17–7.13(m,1H) ,6.36(dt,J＝15.9,5.3Hz,  1H) ,6.03(dt,J＝15.9,1.8Hz,1H) ,4.29(dd,

J＝5.3,1 .8Hz,  2H) ,2.45(s ,3H) ,1 .63(s ,1H)；13C  NMR(125MHz,CDCl3)δ1  41 .3,140.1 ,

131.8,129.4,128.2,125.5,123.0,110.8,91.1,89.1,63.  0,20.6.

[0046] 实施例3

[0047]

[0048] 将0.004mmol 0.01mmol四(3，5‑二(三氟甲基)苯基)  硼酸钠加入到15ml 

schlenck管中，氮气保护完成后，再用注射器加入0.2mmol  2‑(3‑(对乙基)苯基‑2‑丙炔基)

环氧乙烷和2mL  D  CE。接着，在90℃油浴下反应过夜。反应结束后，在反应液中加入两药匙

柱层析硅胶(100‑200目)，并通过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再通过柱色谱分离得到产物纯品(以

石油醚/乙酸乙酯＝5:1作为洗脱剂)。该物质为黄色液体，产率56％。

[0049] 表征数据1H  NMR(500MHz,CDCl3)δ7.37(m,2H) ,7.16(m,2  H) ,6.34(dt,J＝15.9,

5 .3Hz ,1H) ,5 .98(dt ,J＝15 .8 ,1 .8Hz ,1  H) ,4 .27(dd ,J＝5.3 ,1 .8Hz ,2H) ,2 .66(q ,J＝

7.6Hz,2H) ,1.67  (s,1H) ,1.24(t,J＝7.6Hz,3H)；13C  NMR(125MHz,CDCl3)δ  144.6,141.3,

131.5,127.9,120.3,110.7,90.4,86.6,63.0,28.8,15.  3.

[0050] 实施例4

[0051]

[0052] 将0.004mmol 0.02mmol四(3，5‑二(三氟甲基)  苯基)硼酸钠加入到15ml 

schlenck管中，氮气保护完成后，再用注射器加入0.2mmol  2‑(3‑(对甲氧基)苯基‑2‑丙炔

基)环氧乙烷和  2mL  DCE。接着，在80℃油浴下反应过夜。反应结束后，在反应液中加入两药

匙柱层析硅胶(100‑200目)，并通过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再通过柱色谱分离得到产物纯品

(以石油醚/乙酸乙酯＝5:1作为洗脱剂)。该物质为黄色液体，产率52％。

[0053] 表征数据：1H  NMR(500MHz,CDCl3)δ7.82(m,2H) ,7.37(m,  2H) ,6.29(dt,J＝15.8,

5.3Hz,1H) ,5.98(dt,J＝15.9,1.7Hz,1  H) ,4.22(m,2H) ,3.78(s,2H) ,1.89(s,1H)；13C  NMR

(125MHz,  CDCl3)δ159.6,141.1,133.0,115.4,114.1,110.8,90.2,86.2,63.0,  55.3.

[0054] 实施例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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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0056] 将0.004mmol 0.02mmol四(3，5‑二(三氟甲基)苯基)硼酸钠加入到15ml 

schlenck管中，氮气保护完成后，再用注射器加入0.2mmol  2‑(3‑(3‑噻吩基)‑2‑丙炔基)环

氧乙烷和2mL 甲苯。接着，在90℃油浴下反应过夜。反应结束后，在反应液中加入两药匙柱

层析硅胶(100‑200目)，并通过减压蒸馏除去溶剂，再通过柱色谱分离得到产物纯品(以石

油醚/乙酸乙酯＝5:1作为洗脱剂)。该物质为黄色液体，产率60％。

[0057] 表征数据：1H  NMR(500MHz,CDCl3)δ7.43(m,1H) ,7.27(m,  1H) ,7.11(dd ,J＝5.0,

0.8Hz,1H) ,6.33(dt,J＝15.9,5.2Hz,1  H) ,5.95(dt,J＝15.9,1 .6Hz,1H) ,4.27(m ,2H) ,

1.45(t,J＝6.0  Hz,1H)；13C  NMR(125  MHz,CDCl3):δ141.7,129.8,128.6,12  5.4,122.3,

110.4,87.0,85.4,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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