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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了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其

结构式如式I所示：

本发明所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提高了依折麦布

的水溶性，更有利于药物的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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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其特征在于，其结构式如式I所示：

其中，R1和R2位相同基团或不同基团，R1和R2选自下表：

2.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该方法以(4S)-3-[(5S)-5-(4-

氟苯基)-5-羟基戊酰基]-4-苯基-1,3-氧氮杂环戊烷-2-酮为起始物，醚化，TBDMSCl保护；

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醚化后苄基保护；两个中间体偶联、环合、酸化脱TBDMS

保护、氢化还原脱苄基、最后经重结晶得到目标产物。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按照上述

方法制得化合物C1，其结构式如下所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

化合物C1的第一步：将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溶于DMF，依次加入碳酸钾和乙

二醇，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

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1。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

化合物C1的第二步：中间体C1-1溶于丙酮，依次加入碳酸钾和氯苄，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

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2。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

化合物C1的第三步：将(4S)-3-[(5S)-5-(4-氟苯基)-5-羟基-1-氧代戊基]-4-苯基-2-噁唑

烷酮溶于DMF，依次加入碳酸钾和和乙二醇，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

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3。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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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C1的第四步：将中间体C1-3、咪唑溶于DMF，分批加入TBDMSCl，加料完毕室温搅拌反

应1h，乙酸乙酯稀释，冰水萃灭，分液，水层用乙酸乙酯洗涤2次，合并有机层，水洗后用无水

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得油状物，即中间体C1-4。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

化合物C1的第五步：将TiCl4溶于二氯甲烷，0℃滴加Ti(O-i-Pr)4，保温反应30min制得

TiCl4+Ti(O-i-Pr)4混合溶液；

中间体C1-4和中间体C1-2溶于二氯甲烷，-15℃依次滴加DIPEA和TiCl4+Ti(O-i-Pr)4

混合溶液，滴加完毕继续反应2h，然后滴加冰乙酸，冰浴冷却，将反应液倒入7％酒石酸水溶

液，搅拌1h，自然升温至室温，加入20％亚硫酸氢钠溶液，继续搅拌2h，有机层分离，水洗，无

水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甲醇打浆，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5。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所述

化合物C1的第六步：将中间体C1-5溶于二氯甲烷，依次加入BSA和TBAF，室温搅拌2h，TLC判

断反应结束用乙酸调节PH至7，减压浓缩，乙酸乙酯萃取后，冰水洗涤，无水硫酸钠干燥，抽

滤，滤液浓缩得粗品，即中间体C1-6；

将中间体C1-6溶于异丙醇，加入2N浓硫酸，室温搅拌2h，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烘

干的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7。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制备所

述化合物C1的第七步：将中间体C1-7溶于乙酸乙酯，加入10％Pd/C，室温常压加氢反应过

夜，TLC判断反应结束，抽滤，滤液减压浓缩，残渣乙腈重结晶，得白色晶体，即化合物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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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及其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药物化学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及其制备方

法。

背景技术

[0002] 依折麦布是一种新型的胆固醇吸收抑制剂/NPC1L1抑制剂。2002年10月，依折麦布

被美国FDA批准上市，用于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的治疗；与此同时，在德国上市；2003年4月，

英国批准其用于治疗纯合子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2006年6月，FDA另外批准了依折麦布与

非诺贝特联合用于降低患者总胆固醇和低密度脂蛋白混合型高脂血症；2007年6月，该产品

在日本推出；2008年6月，FDA批准其用于儿童原发性高胆固醇血症。

[0003] 依折麦布亲脂性强，油水分配系数logP＝4.5 ,因此在水中的溶解度极低(23℃，

0.012mg/ml)，这些因素影响了药物剂型的设计且现有剂型生物利用度较低(35-65％)。较

差的溶解度与溶出度导致治疗效果下降，对药物的临床推广造成很大的障碍。因此，通过结

构修饰提高依折麦布水溶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公开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提高了依折麦布的水溶性，便

于药物的临床推广。

[0005] 为实现上述目的，本发明提供了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其结构式如式I所示：

[0006]

[0007] 其中，R1和R2位相同基团或不同基团，R1和R2选自下表：

[0008]

[0009] 本发明还公开了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制备方法，该方法以(4S)-3-[(5S)-

5-(4-氟苯基)-5-羟基戊酰基]-4-苯基-1,3-氧氮杂环戊烷-2-酮为起始物，醚化，TBDMS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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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醚化后苄基保护；两个中间体偶联、环合、酸化脱

TBDMS保护、氢化还原脱苄基、最后经重结晶得到目标产物。

[0010] 进一步地，按照上述方法制得化合物C1，其结构式如下所示：

[0011]

[0012] 进一步地，制备所述化合物C1的第一步：将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溶

于DMF，依次加入碳酸钾和乙二醇，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

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1。

[0013] 进一步地，制备所述化合物C1的第二步：中间体C1-1溶于丙酮，依次加入碳酸钾和

氯苄，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

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2。

[0014] 进一步地，制备所述化合物C1的第三步：将(4S)-3-[(5S)-5-(4-氟苯基)-5-羟基-

1-氧代戊基]-4-苯基-2-噁唑烷酮溶于DMF，依次加入碳酸钾和和乙二醇，加料完毕后室温

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

C1-3。

[0015] 进一步地，制备所述化合物C1的第四步：将中间体C1-3、咪唑溶于DMF，分批加入

TBDMSCl，加料完毕室温搅拌反应1h，乙酸乙酯稀释，冰水萃灭，分液，水层用乙酸乙酯洗涤2

次，合并有机层，水洗后用无水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得油状物，即中间体C1-4。

[0016] 进一步地，制备所述化合物C1的第五步：将TiCl4溶于二氯甲烷，0℃滴加Ti(O-i-

Pr)4，保温反应30min制得TiCl4+Ti(O-i-Pr)4混合溶液；

[0017] 中间体C1-4和中间体C1-2溶于二氯甲烷，-15℃依次滴加DIPEA和TiCl4+Ti(O-i-

Pr)4混合溶液，滴加完毕继续反应2h，然后滴加冰乙酸，冰浴冷却，将反应液倒入7％酒石酸

水溶液，搅拌1h，自然升温至室温，加入20％亚硫酸氢钠溶液，继续搅拌2h，有机层分离，水

洗，无水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甲醇打浆，得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5。

[0018] 进一步地，制备所述化合物C1的第六步：将中间体C1-5溶于二氯甲烷，依次加入

BSA和TBAF，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用乙酸调节PH至7，减压浓缩，乙酸乙酯萃取后，

冰水洗涤，无水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得粗品，即中间体C1-6；

[0019] 将中间体C1-6溶于异丙醇，加入2N浓硫酸，室温搅拌2h，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

饼烘干的白色固体，即中间体C1-7。

[0020] 进一步地，制备所述化合物C1的第七步：将中间体C1-7溶于乙酸乙酯，加入10％

Pd/C，室温常压加氢反应过夜，TLC判断反应结束，抽滤，滤液减压浓缩，残渣乙腈重结晶，得

白色晶体，即化合物C1。

[0021]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的有益效果是：提高了依折麦布的水溶性，更有利于药物

的临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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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22] 下面结合各实施方式对本发明进行详细说明，但应当说明的是，这些实施方式并

非对本发明的限制，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根据这些实施方式所作的功能、方法、或者结构上

的等效变换或替代，均属于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23] 本发明提供了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其结构式如式I所示：

[0024]

[0025] 其中，R1和R2位相同基团或不同基团，R1和R2选自下表：

[0026]

[0027] 本发明还提供了一类新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式I结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该方法

以(4S)-3-[(5S)-5-(4-氟苯基)-5-羟基戊酰基]-4-苯基-1,3-氧氮杂环戊烷-2-酮为起始

物，醚化，TBDMSCl保护；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醚化后苄基保护；两个中间体

偶联、环合、酸化脱TBDMS保护、氢化还原脱苄基、最后经重结晶得到目标产物。

[0028] 实施例一：

[0029]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类按照上述方法制得的化合物C1，其结构式如下所示：

[0030]

[0031] 化合物C1的制备方法：

[0032] 1.1)中间体C1-1的合成

[0033]

[0034] 式EZ-1是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的结构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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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5] 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21.5g，0.1mol)溶于20mlDMF，依次加入碳酸

钾(27.6g，0.2mol)和乙二醇(62g，1mol)，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

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23.5g。

[0036] 1.2)中间体C1-2的合成

[0037]

[0038] 中间体C1-1(27.7g，0.1mol)溶于50ml丙酮，依次加入碳酸钾(27.6g，0.2mol)和氯

苄(12.6g，0.1mol)，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

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34.2g。

[0039] 1.3)中间体C1-3的合成

[0040]

[0041] 式EZ-2是(4S)-3-[(5S)-5-(4-氟苯基)-5-羟基-1-氧代戊基]-4-苯基-2-噁唑烷

酮的结构式。

[0042] (4S)-3-[(5S)-5-(4-氟苯基)-5-羟基-1-氧代戊基]-4-苯基-2-噁唑烷酮(35.7g，

0.1mol)溶于20mlDMF，依次加入碳酸钾(27.6g，0.2mol)和和乙二醇(62g，1mol)，加料完毕

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

39.1g。

[0043] 1.4)中间体C1-4的合成

[0044]

[0045] 将中间体C1-3(41 .9g，0.1mol)，咪唑(10.2g，0.15mol)溶于50mlDMF，分批加入

TBDMSCl(18.1g，0.12mol)，加料完毕室温搅拌反应1h，乙酸乙酯稀释，冰水萃灭，分液，水层

用乙酸乙酯洗涤2次，合并有机层，水洗后用无水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得油状物

45.8g。

[0046] 1.5)中间体C1-5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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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7]

[0048] TiCl4+Ti(O-i-Pr)4混合溶液的制备：将TiCl4(21.3g，0.112mol)溶于100ml二氯

甲烷，0℃滴加Ti(O-i-Pr)4(10.6g，0037mol)，保温反应30min。

[0049] 中间体C1-4(73.0g，0.2mol)和中间体C1-2(53.4g，0.1mol)溶于250ml二氯甲烷，-

15℃依次滴加DIPEA(25.8g，0.2mol)和TiCl4+Ti(O-i-Pr)4混合溶液，滴加完毕继续反应

2h，然后滴加冰乙酸(30g，0.5mol)，冰浴冷却，将反应液倒入7％酒石酸水溶液，搅拌1h，自

然升温至室温，加入20％亚硫酸氢钠溶液100ml，继续搅拌2h，有机层分离，水洗，无水硫酸

钠干燥，抽滤，滤液建业浓缩，50ml甲醇打浆，的白色固体70.4g。

[0050] 1.6)中间体C1-6的合成

[0051]

[0052] 将中间体C1-5(9.4g，10mmol)溶于30ml二氯甲烷，依次加入BSA(4.1g，20mmol)和

TBAF(261mg，1mmol)，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用乙酸调节PH至7，减压浓缩，乙酸乙酯

萃取后，冰水洗涤，无水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得粗品7.6g。

[0053] 1.7)中间体C1-7的合成

[0054]

[0055] 将中间体C1-6(6.7g，10mmol)溶于10ml异丙醇，加入2N浓硫酸2ml，室温搅拌2h，反

应液倒入80ml冰水，抽滤，滤饼烘干的白色固体4.8g。

[0056] 1.7)化合物C1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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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7]

[0058] 将中间体C1-7(5.6g，10mmol)溶于20ml乙酸乙酯，加入10％Pd/C250mg，室温常压

加氢反应过夜，TLC判断反应结束，抽滤，滤液减压浓缩，残渣乙腈重结晶，得白色晶体3.6g。

[0059] 实施例二

[0060] 本实施例公开了一类按照上述方法制得的化合物C10，其结构式如下所示：

[0061]

[0062] 化合物C10的制备：

[0063] 2.1)中间体C10-1的合成

[0064]

[0065] 式EZ-1是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的结构式。

[0066] 4-[[(4-氟苯基)亚氨基]甲基]-苯酚(21.5g，0.1mol)溶于20mlDMF，依次加入碳酸

钾(27.6g，0.2mol)和N-羟乙基吗啉(135g，1mol)，加料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

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28.3g。

[0067] 2.2)中间体C10-2的合成

[0068]

[0069] 式EZ-2是(4S)-3-[(5S)-5-(4-氟苯基)-5-羟基-1-氧代戊基]-4-苯基-2-噁唑烷

酮的结构式。

[0070] (4S)-3-[(5S)-5-(4-氟苯基)-5-羟基-1-氧代戊基]-4-苯基-2-噁唑烷酮(35.7g，

0.1mol)溶于20mlDMF，依次加入碳酸钾(27.6g，0.2mol)和N-羟乙基吗啉(135g，1mol)，加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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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毕后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将反应液倒入冰水，抽滤，滤饼真空干燥得白色固体

37.2g。

[0071] 2.3)中间体C10-3的合成

[0072]

[0073] TiCl4+Ti(O-i-Pr)4混合溶液的制备：将TiCl4(21.3g，0.112mol)溶于100ml二氯

甲烷，0℃滴加Ti(O-i-Pr)4(10.6g，0037mol)，保温反应30min。

[0074] 中间体C10-1(65.8g，0.2mol)和中间体C10-2(47 .1g，0.1mol)溶于250ml二氯甲

烷，-15℃依次滴加DIPEA(25.8g，0.2mol)和TiCl4+Ti(O-i-Pr)4混合溶液，滴加完毕继续反

应2h，然后滴加冰乙酸(30g，0.5mol)，冰浴冷却，将反应液倒入7％酒石酸水溶液，搅拌1h，

自然升温至室温，加入20％亚硫酸氢钠溶液100ml，继续搅拌2h，有机层分离，水洗，无水硫

酸钠干燥，抽滤，滤液建业浓缩，50ml甲醇打浆，的白色固体81.3g。

[0075] 2.4)化合物C10的合成

[0076]

[0077] 将中间体C1-3(8.7g，10mmol)溶于80ml二氯甲烷，依次加入BSA(4.1g，20mmol)和

TBAF(261mg，1mmol)，室温搅拌2h，TLC判断反应结束用乙酸调节PH至7，减压浓缩，乙酸乙酯

萃取后，冰水洗涤，无水硫酸钠干燥，抽滤，滤液浓缩得粗品5.9g。

[0078] 依折麦布和依折麦布类似物C1至C10的溶解度检测表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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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9]

[0080] 由上表可知，按照本发明所述制备方法合成的依折麦布类似物，其溶解度比依折

麦布要高很多，其中以C3和C7的依折麦布类似物的水溶性更好。

[0081] 上文所列出的一系列的详细说明仅仅是针对本发明的可行性实施方式的具体说

明，它们并非用以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凡未脱离本发明技艺精神所作的等效实施方式

或变更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0082] 此外，应当理解，虽然本说明书按照实施方式加以描述，但并非每个实施方式仅包

含一个独立的技术方案，说明书的这种叙述方式仅仅是为清楚起见，本领域技术人员应当

将说明书作为一个整体，各实施例中的技术方案也可以经适当组合，形成本领域技术人员

可以理解的其他实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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