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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贝那普利中间体和贝那普

利盐酸盐的合成方法，该合成方法是将3-溴-2 ,

3,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

叔丁酯与(S)-高苯丙氨酸进行反应，经动态动力

学拆分过程，得到贝那普利中间体；再通过酯化

反应、通入氯化氢气体步骤，得到贝那普利盐酸

盐精品。本发明利用动态动力学拆分技术，高效

制备贝那普利盐酸盐，步骤短，操作简单，总产率

高，原子经济性高，环境污染小，适合于工业化生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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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贝那普利中间体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化合物18与化合物6进行反应，经

动态动力学拆分过程，得到化合物19；

其中，化合物18为 化合物18既包括R构型，又包括S构型，其中t-

Bu表示叔丁基；化合物6为 化合物19为

合成路线为：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水或醇类溶剂中进行反应。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在异丙醇中进行反应。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应温度为25-100℃。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化合物18与化合物6的摩尔比为0.5-2。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反应在碱性条件下进行。

7.一种贝那普利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按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合成方法制备

化合物19，将化合物19与乙醇进行酯化反应，得到贝那普利。

8.一种贝那普利中间体，其特征在于，其结构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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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一种贝那普利盐酸盐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按权利要求1-6任一项所述的合成方法制备化合物19；

(2)按权利要求7所述的合成方法制备化合物20；

(3)在含化合物20的溶液中通入氯化氢气体，得到贝那普利盐酸盐粗品，用乙酸异丙酯

或丙酮进行洗涤，过滤得到贝那普利盐酸盐精品。

10.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中，在5-25℃的条件下进行洗

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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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贝那普利中间体和贝那普利盐酸盐的合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贝那普利中间体和贝那普利盐酸盐的合成方法，属于有机合成技

术领域。

背景技术

[0002] 高血压是现代社会的一种常见病。据统计，我国高血压患者已达2.7亿人，其市场

前景巨大。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ACEI)是抗高血压药物的重要品种，其中贝那普利是

瑞士Ciba-Geigy公司开发并于1990年首次上市的血管紧张素转化酶抑制剂,在治疗高血压

方面有显著疗效,具有不良反应少,安全性好的优点。自1994年贝那普利首次引入中国市场

以来，贝那普利已成为我国临床治疗高血压疾病的一线用药。据估计，2006年，贝那普利的

市场规模已达到6.2亿元，且该品种的市场呈现逐年复合增长的趋势(年增长率1.2％)，而

原料药需求量约为每年2000吨左右。

[0003] 目前盐酸贝那普利原料药的合成路线大致可归为如下四类：

[0004] 1、以2-氧代-4-苯基丁酸乙酯为原料、辛可尼丁为手性配体，在高压下进行不对称

催化氢化制备(R)-2-羟基-4-苯基丁酸乙酯，该中间体再与对硝基苯磺酰氯或三氟甲磺酸

酐反应得到相应的磺酸酯，接下来再与(3S)-3-氨基2，3，4，5-四氢-2-氧代-1H-苯并氮杂

卓-1-乙酸叔丁酯发生亲核取代、水解成盐得到盐酸贝那普利，如文献US4785089、

WO02076375、EP206993，CN105061312所述。

[0005]

[0006] 2、利用2-氧代-4-苯基丁酸乙酯与(3S)-3-氨基2，34，5-四氢-2-氧代-1H-苯并氮

杂卓-1-乙酸叔丁酯通过还原氨化，重结晶拆分、水解成盐得到盐酸贝那普利，如文献

J.Med.Chem.1985,28,1511，US4575503，CN1844102A所述。

[0007]

[0008] 3、与方法2类似，利用高苯丙氨酸乙酯与(3S)-3-氨基2，34，5-四氢-2-氧代-1H-苯

并氮杂卓-1-乙酸叔丁酯通过还原氨化，重结晶拆分最后水解成盐得到盐酸贝那普利，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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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US4410520所述。

[0009]

[0010] 4、利用4-氧代-4-苯基丁烯酸乙酯与(3S)-3-氨基2，34，5-四氢-2-氧代-1H-苯并

氮杂卓-1-乙酸叔丁酯通过Micheal加成，重结晶拆分、酯化最后水解成盐得到盐酸贝那普

利，如文献US4410520所述。

[0011]

[0012] 上述四条合成路线，各有利弊：路线1的制备方法合成收率较高，但需进行高压催

化反应，且用到价格较贵的对硝基苯磺酰氯或三氟甲磺酸酐。第2条合成路线中关键的还原

氨化步骤用NaBH3CN作为还原剂，是一种有毒试剂；且得到的非对映异构体比例低(95:5)，

产率也较低(25％)，难以市场化。第3条路线中所需的原料难以获得，无法工业化。第4条路

线以Michael加成反应为关键，对成本较高的中间体(3S)-3-氨基2，3，4，5-四氢-2-氧代-

1H-苯并氮杂卓-1-乙酸叔丁酯浪费较大，成本较高。

[0013] 上述合成路线中有三条路线中均用到的关键中间体(3S)-3-氨基2，3，4，5-四氢-

2-氧代-1H-苯并氮杂卓，其主要是通过如下方式制备的(如美国专利US4575503):以苯并环

己酮为原料，先经Beckman重排生成苯并氮杂卓中间体，然后在PCl5/Br2的作用下对酰胺α位

卤代，再与NaN3发生亲核取代，生成叠氮中间体，接下来通过还原、拆分得到手性(3S)-3-氨

基2，3，4，5-四氢-2-氧代-1H-苯并氮杂卓中间体。通过此方法合成关键苯并氮杂卓中间体

要用到较危险的叠氮化钠，不适于工业化生产的需要。在专利GB2103614和CN1844102中，3-

溴-2,3,4,5-四氢-1H-苯并氮杂卓-2-酮与邻苯二甲酰亚胺反应，然后水解，用L-酒石酸拆

分得到(S)-3-氨基-2,3,4,5-四氢-1H-苯并氮杂卓-2-酮。该方法原子经济性不好，产生大

量副产物邻苯二甲酸，而且成本较高。中国专利CN101538242A中，3-溴-2,3,4,5-四氢-1H-

苯并氮杂卓-2-酮与氨气在加压条件下反应，后通过拆分得到(S)-3-氨基-2,3,4,5-四氢-

1H-苯并氮杂卓-2-酮。在专利GB2103614中，采用类似的方法，采用昂贵的手性原料，经烷基

化，羰基还原，脱Boc(叔丁氧羰基)后，得到(S)-3-氨基-2,3,4,5-四氢-1H-苯并氮杂卓-2-

酮。上述路线中均用到拆分，不仅消耗价格昂贵的拆分试剂，且会损失一半的底物，不够经

济环保。关键中间体(3S)-3-氨基2，34，5-四氢-2-氧代-1H-苯并氮杂卓的合成路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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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4]

[0015] 因此，对贝那普利盐酸盐合成技术的改进开发研究，找到适宜的绿色化学工艺路

线，有着重要的经济价值和现实需求。

发明内容

[0016] 本发明解决的技术问题是，贝那普利盐酸盐的合成路线的综合效果不佳，比如存

在合成路线较长，收率较低，污染较大、成本较高等其中一项或多项技术问题。

[0017]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是，提供贝那普利盐酸盐及其中间体的制备方法。

[0018] 本发明提供一种贝那普利中间体的合成方法，以化合物18为前体，与化合物6进行

反应，经动态动力学拆分过程，得到化合物19；

[0019] 其中，化合物18为 化合物18既包括R构型，又包括S构型，

其 中 t - B u 表 示 叔 丁 基 ；化 合 物 6 为 化 合 物 1 9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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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路线为：

[0020] 上述方法得到的化合物19由S,S和S,R非对映异构体混合物组成。S,S和S,R非对映

异构体的比例主要取决于所采用反应条件，影响最大的是反应溶剂，另外还与反应时间、化

合物18的浓度、温度和添加剂存在一定的关系，同时对反应收率也存在一定的影响。

[0021] 上述过程的反应时间优选为15-40h，优选为20-30h。

[0022] 上述过程的另一特征在于，在合适的溶剂中，S,S构型的异构体溶解度较小，而S,R

构型的异构体溶解度较大，故S,S构型的异构体沉淀出来，而S,R构型的异构体留在溶液中，

通过简单的过滤即可将两种异构体分开。

[0023] 动态动力学拆分的特点是：(1)理论产率可达100％；(2)Ka/Kb>20，Kinv>Ka；(3)底

物或产物两种构型能在反应条件下相互转化。本发明基于这一原理，通过大量的反应条件

筛选，找到实现上述过程的最优反应条件。

[0024] 优选地，该反应在有机溶剂或水中进行反应，更优选地，在醇类溶剂或水中进行反

应，最优选地，在异丙醇中进行反应。

[0025] 由于化合物18既含有R构型，又含有S构型，所以合成单一异构体的目标产物非常

有难度，而本发明的合成方法不需要将化合物18进行手性拆分，即可得到纯度较高的目标

产物。

[0026] 优选地，反应温度为25-100℃，更优选地，在40-90℃下进行反应，最优选地，在50-

70℃下进行反应。

[0027] 优选地，化合物18与化合物6的摩尔比为0.5-2，更优选地，摩尔比为0.9-1.2。

[0028] 优选地，反应在碱性条件下进行，即碱作为反应的添加剂。碱为有机碱，优选三乙

胺；碱为无机碱，优选碳酸钠。碱的加入量为0.9-2.0倍当量(以较少反应物的摩尔量为基

准，一般为化合物18)，优选1.5倍当量。

[0029]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贝那普利的合成方法，步骤将上述的合成方法得到的化合物19

与乙醇进行酯化反应，得到化合物20。化合物20为(S,S)-3-[[1-(乙氧羰基)-3-苯-丙基]-

氨基]-1-叔丁氧羰基甲基-2,3,4,5-四氢-1H-苯并氮杂卓-2-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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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0] 优选地，在缩合剂存在的条件下进行酯化反应。

[0031] 缩合剂为羰基二咪唑、二氯亚砜、二环己基碳二亚胺、1-(3-二甲氨基丙基)-3-乙

基碳二亚胺盐酸盐等。

[0032] 该反应的反应条件可以选用现有技术公开的方法进行。该反应在有机溶剂中进

行，例如选自芳族溶剂，优选甲苯；卤代溶剂，优选二氯甲烷；酯，优选乙酸乙酯；氰，优选乙

腈；醚，优选四氢呋喃；酮，优选丙酮等(除水、醇以外)，反应温度为-10至80℃，优选0℃至25

℃，按照本发明的一个优选实施方案，溶剂为乙酸异丙酯。

[0033] 本发明还提供上述贝那普利中间体(化合物19)，其结构式分别为：

[0034] 化合物19

[0035]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贝那普利盐酸盐的合成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36] (1)按上述合成方法制备化合物19；

[0037] (2)按上述合成方法制备化合物20(贝那普利)；

[0038] (3)在含化合物20的溶液中通入氯化氢气体，得到贝那普利盐酸盐粗品，用适量乙

酸异丙酯在10℃条件下洗涤，过滤得到贝那普利盐酸盐精品。

[0039] 贝那普利盐酸盐的详细合成路线是：

[0040]

[0041] 步骤(3)可采用现有的方法进行，本发明优选将来自步骤(2)中的粗产物溶解于乙

酸异丙酯中，在-10至10℃的温度范围内，向其中鼓泡通入氯化氢气体，在贝那普利盐酸盐

沉淀完全后，采用常规方法将剩余盐酸盐除去，然后将产物用乙酸异丙酯或丙酮洗涤，得到

贝那普利盐酸盐，或称盐酸贝那普利(即化合物1)，其非对映体纯度高于99％。步骤(4)中可

以用重结晶，也可以直接用溶剂洗涤。

[0042] 本发明方法的有益效果主要体现在：步骤短，操作简单，总产率高，原子经济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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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污染小，适合于工业化生产。

[0043] 本发明的核心优势体现在第一个步骤，1)利用动态动力学拆分技术，从消旋的化

合物18制备手性的化合物19，且不需要其他催化剂；2)化合物19(S,S)异构体在溶剂中溶解

度较小，直接从反应体系中析出，可直接通过过滤、洗涤后得到产物。

具体实施方式

[0044]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作进一步说明。

[0045] 化合物19(贝那普利中间体)的合成的相关研究

[0046] 实施例1：溶剂的影响

[0047] 3-溴-2,3 ,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叔丁酯(化合物18)100g

(0.34mol)、(S)-高苯丙氨酸53g溶解于醇或水(1.7L)中，然后加入三乙胺42g，搅拌下升温

至60℃反应24h。物料冷却至室温，过滤出不溶物，并用适量醇洗涤，真空干燥后，称重，并用

HPLC分析(S,S)/(S,R)异构体的比例。

[0048] 如表2所示，采用异丙醇作溶剂条件下取得更佳结果；

[0049] 表1溶剂-非对映异构体比例关系表

[0050]

[0051] 注：浓度为：0.2M(化合物18的浓度)，反应时间为24小时

[0052] 实施例2：

[0053] 3-溴-2,3 ,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叔丁酯(化合物18)100g

(0.34mol)、(S)-高苯丙氨酸53g溶解于适量的异丙醇(3.4L,1.7L,850mL)中，然后加入三乙

胺42g，搅拌下升温至60℃反应24h。物料冷却至室温，过滤出不溶物，并用适量异丙醇洗涤，

真空干燥后，称重，并用HPLC分析(S,S)/(S,R)异构体的比例。

[0054] 如表2所示，在化合物18的浓度为0.2mol/L的条件下取得更佳结果；

[0055] 表2反应浓度-非对映异构体比例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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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0057] 注：添加剂为三乙胺(1.2当量)，反应时间为24小时

[0058] 实施例3：

[0059] 3-溴-2,3 ,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叔丁酯(化合物18)100g

(0.34mol)、(S)-高苯丙氨酸53g溶解于适量的异丙醇(1.7L)中，然后加入三乙胺42g，搅拌

下升温至特定的温度反应24h。物料冷却至室温，过滤出不溶物，并用适量异丙醇洗涤，真空

干燥后，称重，并用HPLC分析(S,S)/(S,R)异构体的比例。

[0060] 如表3所示，采用60℃为反应温度可取得更佳结果。

[0061] 表3温度-非对映异构体比例关系表

[0062]

[0063] 注：反应时间为24小时

[0064] 实施例4：

[0065] 3-溴-2,3 ,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叔丁酯(化合物18)100g

(0.34mol)、(S)-高苯丙氨酸溶解于适量的异丙醇(1.7L)中，然后加入三乙胺42g，搅拌下升

温至60℃反应。反应至相应的时间物料冷却至室温，过滤出不溶物，并用适量异丙醇洗涤，

真空干燥后，称重，并用HPLC分析(S,S)/(S,R)异构体的比例。

[0066] 如表4所示，反应24小时可取得更佳结果。

[0067] 表4反应时间-非对映异构体比例关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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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8]

[0069] 实施例5：

[0070] 3-溴-2,3 ,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叔丁酯(化合物18)100g

(0.34mol)和一定量的(S)-高苯丙氨酸溶解于异丙醇(1.7L)中，然后加入三乙胺42g，搅拌

下升温至60℃反应。物料冷却至室温，过滤出不溶物，并用适量异丙醇洗涤，真空干燥后，称

重，并用HPLC分析(S,S)/(S,R)异构体的比例。

[0071] 如表4所示，化合物18：化合物6的摩尔比为1:1.2的条件下可取得更佳结果。

[0072] 表4反应物配比-非对映异构体比例关系表

[0073]

[0074] 注：反应时间为24小时

[0075] 贝那普利盐酸盐的合成

[0076] 实施例6

[0077] 3-溴-2 ,3 ,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叔丁酯(18)100g

(0.34mol)、(S)-高苯丙氨酸53g溶解于异丙醇(1.7L)中，然后加入三乙胺42g，搅拌下升温

至60℃反应24h。物料冷却至室温，过滤出不溶物，并用适量异丙醇洗涤滤饼。

[0078] 上一步的滤饼干燥后悬浮于250mL乙酸异丙酯中，并加入羰基二咪唑，将混合物在

室温下搅拌4小时，然后加入100mL乙醇。反应4小时后，蒸去溶剂，向混合物中加入300ml乙

酸异丙酯和100mL水，然后进行相分离，有机相用水洗两次，蒸去溶剂，向混合物中加入乙酸

异丙酯100mL，冷却至10℃以下，通入氯化氢气体至吸收饱和，析出固体。抽滤，用适量回收

的乙酸异丙酯洗涤滤饼。得到的湿粗品加到500ml乙酸异丙酯中，加热至75℃搅拌4h。缓慢

冷却至10℃左右，过滤，用适量乙酸异丙酯洗涤滤饼。60℃真空干燥后，得白色盐酸贝那普

利精品约99.6g，总收率63％。HPLC检测纯度为99.3％。

[0079] 实施例7

[0080] 3-溴-2 ,3 ,4 ,5-四氢-1H-[1]-苯并氮杂卓-2-酮-1-乙酸叔丁酯(18)100g

(0.34mol)、(S)-高苯丙氨酸53g溶解于异丙醇(1.7L)中，然后加入三乙胺42g，搅拌下升温

至60℃反应24h。物料冷却至室温，过滤出不溶物，并用适量异丙醇洗涤滤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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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上一步的滤饼干燥后加入乙醇(50g)和乙酸异丙酯600mL中，冷却至10℃以下，缓

慢滴加二氯亚砜100g，TLC监测反应完毕后，常压蒸馏回收乙酸异丙酯，直至剩余的料液体

积约500ml。冷却至10℃以下，通入氯化氢气体至吸收饱和，析出固体。抽滤，用适量回收的

乙酸异丙酯洗涤滤饼。得到的湿粗品加到400ml丙酮中，加热至75℃搅拌4h。缓慢冷却至10

℃左右，过滤，用适量丙酮洗涤滤饼。60℃真空干燥后，得白色盐酸贝那普利精品约82.2g，

总收率52％。HPLC检测纯度为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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