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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

的亲核反应方法，将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

化合物与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溶于有机溶剂中，

加入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在25‑80℃搅拌反应5‑

10h；将反应后的反应液进行萃取，合并有机层，

洗涤，干燥，蒸除溶剂，残留物经硅胶柱层析，即

得产品。本发明反应条件温和，效率高，避免了传

统方法催化剂昂贵、条件苛刻的缺点，反应收率

高，产物易分离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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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其特征是，包括步骤如下：

(1)将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与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溶于有机溶剂中，加

入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在25‑80℃搅拌反应5‑10h；所述的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

结构式为：

式中R1和R2相同或不同分别选自H、C1‑C5的烷基、卤素X、‑NO2、‑CN和‑OR4中的任意一

种；所述的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结构式为

R3选自苯基、C1‑C10的烷基中的任意一种；R4选自H、C1‑C5的烷基中的任意一种；

(2)将反应后的反应液进行萃取，合并有机层，洗涤，干燥，蒸除溶剂，残留物经硅胶柱

层析，即得产品，结构式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的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和有机

溶剂加入比例为1mmol：1.5‑3mmol：0.05‑0.2mmol：2.5‑10ml。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的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和有机

溶剂加入比例为1mmol：2mmol：0.1mmol：5ml。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的有机溶剂为DMF、DMSO、甲苯、乙腈、二氯甲烷、氯仿、1,2‑二氯乙烷、乙酸乙酯或四氢呋

喃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其特征是，所

述的有机溶剂为1,2‑二氯乙烷。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其特征是，步

骤(2)所述的硅胶柱层析的洗脱液为石油醚、正己烷、环己烷中的一种或几种组合。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其特征是，步

骤(2)所述的硅胶柱层析的洗脱液为石油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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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对甲苯磺酸催化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属于

有机合成技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邻亚甲基苯醌化合物是一类非常活泼和重要的中间体,被广泛应用于天然产物和

药物化学中。因为邻亚甲基苯醌化合物应用广泛,其制备方法研究一直是有机合成专家关

注的热点.现在已经有很多方法来制备这类化合物:例如热解,光化学反应等等,反应条件

较为苛刻。这样的反应方法在反应结束后体系需要中和至中性,后处理操作繁琐。

[0003] 碳硫键的构建在许多含硫天然产物和药物分子的合成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其中,

硫杂迈克尔加成反应是一种简单高效的合成含硫有机化合物的合成方法。近几年来，化学

家们主要通过贵重金属来促进该类反应的进行,比如[LNi2(CH3CN)(THF)](ClO4) 3 ,Ru

(acetone)(R,R‑BIPHOP‑F)Cp][SbF6]等等。

[0004] 因此，开发新的简单、高效地对甲苯磺酸催化乙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

加成反应方法具有重要的意义。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该方法条件

温和，操作简便，官能团的取代类型受限较小，产物易分离纯化；对邻亚甲基苯醌的方法学

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0006] 本发明采取的技术方案为：

[0007] 一种烯基硫醚对邻亚甲基苯醌的亲核反应方法，包括步骤如下：

[0008] (1)将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与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溶于有机溶剂

中，加入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在25‑80℃搅拌反应5‑10h；所述的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

化合物结构式为：

[0009]

[0010] 式中R1和R2相同或不同分别选自H、C1‑C5的烷基、卤素X、‑NO2、‑CN和‑OR4中的任意

一种；

[0011] (2)将反应后的反应液进行萃取，合并有机层，洗涤，干燥，蒸除溶剂，残留物经硅

胶柱层析，即得产品。

[0012] 上述反应方法中，步骤(1)所述的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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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3]

[0014] 式中R3选自苯基、苄基、C1‑C10的烷基中的任意一种。

[0015] 所述的R4选自H、C1‑C5的烷基中的任意一种。所述的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

化合物、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和有机溶剂加入比例为1：1.5‑3：0.05‑

0.2：2.5‑10；mmol:mmol:mmol:ml。所述的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乙烯基硫醚

类化合物、对甲苯磺酸催化剂和有机溶剂优选加入比例为1：2：0.1：5；mmol:mmol:mmol:ml。

所述的有机溶剂为DMF、DMSO、甲苯、乙腈、二氯甲烷、氯仿、1,2‑二氯乙烷、乙酸乙酯或四氢

呋喃中的一种；优选为1,2‑二氯乙烷。

[0016] 步骤(2)所述的硅胶柱层析的洗脱液为石油醚，正己烷，环己烷中的一种或几种组

合；优选为石油醚。

[0017] 本发明方法的反应式如下：

[0018]

[0019] 式中，R1和R2相同或不同分别选自H、C1‑C5的烷基、卤素X、‑NO2、‑CN和‑OR4中的任

意一种。R4选自H、C1‑C5的烷基中的任意一种。R3选自苯基、苄基、C1‑C10的烷基中的任意一

种。

[0020]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

[0021] (1)本发明以2‑(羟基(苯基)甲基)苯酚类化合物和乙烯基硫醚类化合物由对甲苯

磺酸催化原位生成邻亚甲基苯醌并发生亲核加成反应，反应条件温和，效率高，避免了传统

方法催化剂昂贵、条件苛刻的缺点。

[0022] (2)本发明方法原料和试剂简单，操作简单，反应产率较高，产物收率82％～95％，

产物易分离纯化，对邻亚甲基苯醌的方法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在含硫天然产物和药物分

子合成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了使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及优点更加清楚明白，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

进行进一步详细说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描述。

[0024] 实施例1：

[0025]

[0026] 在100mL的圆底烧瓶中加入2.00g(10mmol)化合物I‑1，2.72g(20mmol)化合物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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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g(1mmol)固体对甲苯磺酸，最后加入50mL干燥1,2‑二氯乙烷，所得混合物在30℃搅

拌10小时。反应混合物冷却到室温后，倾倒到冰水中，用50mL×3的二氯甲烷萃取，合并萃取

有机相，用饱和食盐水洗涤一次，无水Na2SO4干燥，浓缩除去溶剂得到粗品，经柱层析分离得

到化合物III‑1的纯品。油状液体，2.63g，产率90％。1H  NMR(400MHz,CDCl3)δ:7.45(d ,J＝

7.4Hz,2H) ,7.28(ddd,J＝16.7Hz,8.6Hz,3.6Hz,5H) ,7.20–7.05(m,5H) ,6.92–6.78(m,2H) ,

6 .39(s ,1H) ,5 .77(s ,1H)；13C  NMR(CDCl3 ,100MHz)δ:154 .16 ,139 .15 ,134 .58 ,131 .09 ,

130.03,129.08,128.92,128.70,128.66,127.60,127.30,125.89,120.94,117.15,53.67；

HRMS(ESI)calcd  for  C17H19OS[M+H]+293.0995,found  293.0997.

[0027] 实施例2：

[0028]

[0029] 在100mL的圆底烧瓶中加入2.14g(10mmol)化合物I‑2，2.72g(20mmol)化合物II‑

1，0.34g(2mmol)固体对甲苯磺酸，最后加入25mL干燥DMF，所得混合物在30℃搅拌3小时至

反应完全。反应混合物冷却至室温，倾倒到水中，搅拌，用50mL×3的二氯甲烷萃取，合并萃

取有机相，用饱和食盐水洗涤一次，无水Na2SO4干燥，浓缩除去溶剂得到粗品，经柱层析分离

得到化合物III‑2的纯品。油状液体，2.69g，产率88％。1HNMR(400MHz,CDCl3)δ7.39–7.27(m,

4H) ,7.19–7.03(m,7H) ,6.87–6.77(m,2H) ,6.41(s,1H) ,5.73(s,1H) ,2.32(s,3H)；13C  NMR

(CDCl3 ,100MHz)δ:154 .21 ,137 .36 ,136 .02 ,134 .69 ,131 .01 ,130 .03 ,129 .40 ,129 .02 ,

128 .90 ,128 .49 ,127 .23 ,125 .99 ,120 .89 ,117 .19 ,53 .56 ,21 .12；HRMS(ESI)calcd  for 

C20H19OS[M+H]
+307.1151,found  307.1150.

[0030] 实施例3：

[0031]

[0032] 在100mL的圆底烧瓶中加入2.14g(10mmol)化合物I‑3，2.04g(15mmol)化合物II‑

1，0.09g(0.5mmol)固体对甲苯磺酸，最后加入50mL干燥DMSO，所得混合物在35℃时剧烈搅

拌5小时。反应混合物冷却到室温后，倾倒到水中，搅拌，用50mL×3的二氯甲烷萃取，合并萃

取有机相，用饱和食盐水洗涤一次，无水Na2SO4干燥，浓缩蒸去溶剂得到粗品，经柱层析纯化

得到化合物III‑3的纯品。油状液体，2.66g，产率87％。1H  NMR(400MHz,CDCl3)δ:7.62–7.52

(m,1H) ,7.30–7.07(m,11H) ,6.85(dd ,J＝7.4,5.4Hz,2H) ,6.27(s,1H) ,5.92(s,1H) ,2.37

(s ,3H)；13C  NMR(CDCl3 ,100MHz)δ:154 .11 ,137 .28 ,136 .34 ,135 .53 ,130 .70 ,130 .07 ,

129.95,128.96,128.92,128.72,127.58,126.89,126.43,125.81,121.03,116.88,4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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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HRMS(ESI)calcd  for  C20H19OS[M+H]
+307.1151,found  307.1150.

[0033] 实施例4：

[0034]

[0035] 在100mL的圆底烧瓶中加入2.48g(10mmol)化合物I‑4，2.04g(15mmol)化合物II‑

1，0.17g(1mmol)固体对甲苯磺酸，最后加入50mL1,2‑二氯乙烷，所得混合物在40℃时剧烈

搅拌7小时。反应混合物冷却到室温后，倾倒到水中，搅拌，用50mL×3的二氯甲烷萃取，合并

萃取有机相，用饱和食盐水洗涤一次，无水Na2SO4干燥，浓缩除去溶剂得到一油状残余物，经

柱层析纯化得到化合物III‑4的纯品。油状液体，2.77g，产率85％。1H  NMR(400MHz,CDCl3)δ:

7.38(d ,J＝8.4Hz,2H) ,7.27(dt,J＝10.5Hz,5.7Hz,4H) ,7.23–7.09(m,5H) ,6.89–6.78(m,

2H) ,6.22(s,1H) ,5.75(s,1H)；13C  NMR(CDCl3,100MHz)δ:153.85,137.97,134.34,133.31,

131.14,130.02,129.79,129.20,129.00,128.76,127.44,125.73,121.10,117.05,52.65；

HRMS(ESI)calcd  for  C19H16ClOS[M+H]+327.0605,found  327.0605.

[0036] 实施例5：

[0037]

[0038] 在100mL的圆底烧瓶中加入2.44g(10mmol)化合物I‑5，2.72g(20mmol)化合物II‑

1，0.17g(1mmol)固体对甲苯磺酸，最后加入30mL干燥DMF，所得混合物在30℃时剧烈搅拌8

小时。反应混合物冷却到室温后，倾倒到水中，搅拌，用50mL×3的二氯甲烷萃取，合并萃取

有机相，用饱和食盐水洗涤一次，无水Na2SO4干燥，浓缩除去溶剂得到一油状残余物，经柱层

析纯化得到化合物III‑5的纯品。油状液体，2.56g，产率86％。1H  NMR(400MHz,CDCl3)δ:7.47

(d ,J＝7.4Hz,2H) ,7.33–7.22(m,4H) ,7.19–7.07(m,4H) ,6.79(t,J＝8.0Hz,1H) ,6.72(d ,J

＝8.0Hz,1H) ,6.03(s,1H) ,5.91(s,1H) ,4.17–3.95(m,2H) ,1.41(t,J＝7.0Hz,3H)；13C  NMR

(CDCl3,100MHz)δ:145.64,142.93,140.85,136.72,129.66,128.67(d,J＝2.7Hz) ,128.69,

128.66,128.45,128.42,128.39,127.05,126.83,126.11,121.04,119.64,110.29,64.58,

49.60,14.91；HRMS(ESI)calcd  for  C18H21OS[M+H]
+285.1308,found285.1308.

[0039] 实施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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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0]

[0041] 在100mL的圆底烧瓶中加入2.00g(10mmol)化合物I‑1，1.76g(20mmol)化合物II‑

2，0.17g(1mmol)固体对甲苯磺酸，最后加入50mL干燥1,2‑二氯乙烷，所得混合物在60℃搅

拌10小时。反应混合物冷却到室温后，倾倒到水中，搅拌，用50mL×3的二氯甲烷萃取，合并

萃取有机相，用饱和食盐水洗涤一次，无水Na2SO4干燥，浓缩除去溶剂得到粗品，经柱层析纯

化得到化合物III‑6的纯品。油状液体，2.15g，产率88％。1HNMR(400MHz,CDCl3)δ:7.40(d ,J

＝7.4Hz ,2H) ,7 .35–7 .14(m ,5H) ,7 .05(dd ,J＝7.6Hz ,1 .2Hz ,1H) ,6 .91(dd ,J＝8.0Hz ,

0.7Hz,1H) ,6.88–6.78(m,1H) ,5.39(s,1H) ,2.52–2.39(m,2H) ,1.23(t,J＝7.4Hz,3H)；13C 

NMR(CDCl3,100MHz)δ:155.15,139.31 ,130.17,129.21 ,128.39,128.67,128.53,128.51 ,

127.55,125.16,120.76,117.60,50.47,26.36,14.19；HRMS(ESI)calcd  for  C15H23OS[M+H]
+

251.1464,found251.1464.

[0042] 以上是结合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的详细介绍，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不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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