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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两步法合成(Z)-3-氨基-2-

(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1)将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

3-甲氧基苯与乙酰乙酸乙酯经偶联反应，得到如

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

丁烯酸乙酯； (2)

将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

基)-2-丁烯酸乙酯经胺化反应得到如式(I)所示

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 本发明

的优点在于，通过商业化的基础化工原料2-氟-

1-碘-3-甲氧基苯作为起始原料，经两步反应即

可得到目标产物，简化了目标产物的合成路线，

具有纯化简单、效率高、收率高、成本低的优势，

适合工业化大量生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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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

于，包括以下步骤：

(1)将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与乙酰乙酸乙酯经偶联反应，得到如式

(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2)将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经胺化反应得到

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的具体操作如下：向反应器中加入如式(II)所示的

2-氟-1-碘-3-甲氧基苯、乙醇、催化剂、碱和有机溶剂，通入氮气鼓泡，随后向反应器中加入

乙酰乙酸乙酯，加热进行偶联反应；反应结束后，向混合物中加入洗涤剂，分取有机相并纯

化得到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的具体操作如下：将如式(III)所示的(Z)-2-(2-氟-

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溶于有机溶剂中，向其中加入氨水，搅拌发生胺化反应；反应

结束后，分离得到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4.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选自碘化亚铜、溴化亚铜、氯化亚铜、三氟甲磺酸铜、

三氟甲磺酸亚铜、溴化亚铜-二甲硫醚配合物中的任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碱选自磷酸钾、磷酸氢二钾、碳酸钾、碳酸氢钾中

的任一种。

6.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2)中所述的有机溶剂选自二甲基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

二甲基乙酰胺、环丁砜中的任一种；和/或

所述洗涤剂由乙酸乙酯和盐酸水溶液混合而成。

7.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偶联反应的反应温度为50-150℃。

8.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步骤(3)所述的有机溶剂选自甲基叔丁基醚、1，4-二氧六环、2-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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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四氢呋喃、N，N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乙酰胺、二乙二醇二甲醚中的任一种。

9.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1)中，每1.0g，1.0equiv.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

3-甲氧基苯与1-6equiv .的乙酰乙酸乙酯、2-4equiv .的碱、0.2-0 .3equiv .的催化剂、2-

5equiv.的乙醇混合后，溶于5-10mL有机溶剂。

10.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2)中，每0.81g，1equiv.如式(III)所示的(Z)-2-(2-

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溶于5-10mL有机溶剂；和/或

所述氨水的质量分数为25％，体积为5-10mL；和/或

所述胺化反应的温度为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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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

乙酯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机合成和医药中间体技术领域，具体涉及一种两步法合成(Z)-3-氨

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子宫内膜异位症(EMs)是指内膜细胞种植在不正常的位置而形成的一种女性常见

妇科疾病。该病的发病率达到10.0％，且呈明显上升趋势。其主要以痛经、盆腔疼痛及不孕

不育为主要特征。据统计，在全球范围内，多大1.76亿女性受到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困扰。

[0003] Elagolix是一种口服的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拮抗剂(GnRHA) ,对于子宫内膜异位

症引起的月经痛和非月经盆腔痛具有很好的疗效.与以往大家所熟知的GnRH激动剂

(GnRHa)相比,具有较高的口服生物利用度,避免了注射引起的疼痛感和过敏反应,增加了

患者依从性。

[0004] 其在合成中会使用到中间体(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

酯，其结构式如下：

[0005]

[0006] 该物质通常可由下述路线合成：

[0007]

[0008] 从上述合成路线可知，现有技术的该路线为五步法合成，存在合成路线长、工艺复

杂、设备成本投入高、且反应过程不易控制、收率低的不足。

发明内容

[0009] 本发明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在于：elagolix中间体(Z)-3-氨基-2-(2-氟-3-甲氧

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常规合成路线长且收率低。

[0010] 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解决上述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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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 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方法，包括以

下步骤：

[0012] (1)将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与乙酰乙酸乙酯经偶联反应，得到

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0013]

[0014] (2)将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经胺化反应

得到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0015]

[0016]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所示步骤(1)的具体操作如下：向反应器中加入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

3-甲氧基苯、乙醇、催化剂、碱和有机溶剂，通入氮气鼓泡，随后向反应器中加入乙酰乙酸乙

酯，加热进行偶联反应；反应结束后，向混合物中加入洗涤剂，分取有机相并纯化得到如式

(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0017]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所述步骤(2)的具体操作如下：将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

苯基)-2-丁烯酸乙酯溶于有机溶剂中，向其中加入氨水，搅拌发生胺化反应；反应结束后，

分离得到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

[0018]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所述催化剂选自碘化亚铜、溴化亚铜、氯化亚铜、三氟甲磺酸铜、三氟甲磺酸

亚铜、溴化亚铜-二甲硫醚配合物中的任一种。

[0019]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步骤(2)中所述碱选自磷酸钾、磷酸氢二钾、碳酸钾、碳酸氢钾中的任一种。

[0020]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步骤(2)中所述的有机溶剂选自二甲基亚砜、N，N-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乙

酰胺、环丁砜中的任一种；和/或

[0021] 所述洗涤剂由乙酸乙酯和盐酸水溶液混合而成。

[0022]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所述偶联反应的反应温度为50-150℃。

[0023]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步骤(3)所述的有机溶剂选自甲基叔丁基醚、1，4-二氧六环、2-甲基四氢呋

喃、N，N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乙酰胺、二乙二醇二甲醚中的任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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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所述步骤(1)中，每1.0g，1.0equiv.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

与1-6equiv.的乙酰乙酸乙酯、2-4equiv.的碱、0.2-0.3equiv.的催化剂、2-5equiv.的乙醇

混合后，溶于5-10mL有机溶剂。

[0025] 优选地，本发明所述的两步法合成(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

酸乙酯的方法，所述步骤(2)中，每0.81g，1equiv.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

苯基)-2-丁烯酸乙酯溶于5-10mL有机溶剂；和/或

[0026] 所述氨水的质量分数为25％，体积为5-10mL；和/或

[0027] 所述胺化反应的温度为0-50℃。

[0028] 本发明技术有益效果：

[0029] 本发明技术方通过商业化的基础化工原料2-氟-1-碘-3-甲氧基苯作为起始原料，

经两步反应即可得到目标产物，简化了目标产物的合成路线，具有纯化简单、效率高、收率

高、成本低的优势，适合工业化大量生产使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0] 为便于本领域技术人员理解本发明技术方案，现结合说明书具体实施例对本发明

技术方案做进一步的说明。

[0031] 本发明中所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

制备路线如下：

[0032]

[0033] 实施例1

[0034] (1)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制备路

线如下：

[0035]

[0036] 操作步骤：将1.0g，1.0equiv.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与3equiv.

的磷酸钾、0.2equiv.的碘化亚铜、3equiv.乙醇加入反应器，向其中加入5mL的二甲基亚砜。

向反应器中通入氮气鼓泡5min，随后加入3equiv.的乙酰乙酸乙酯，升温至100℃，搅拌反应

18h。反应结束后，向反应混合物中加入乙酸乙酯和2N盐酸水溶液，洗涤后分取有机相并旋

干溶剂，残余物用硅胶柱纯化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

基)-2-丁烯酸乙酯0.65equiv .，其收率为65％。采用高分辨质谱(ESI+)检测，实测值为

说　明　书 3/7 页

6

CN 109734616 A

6



255.1029；M+H+的高分辨质谱计算值为255.1027。

[0037] (2)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

制备路线如下：

[0038]

[0039] 操作步骤：将0.81g，1equiv.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

烯酸乙酯溶于5mL甲基叔丁基醚，向其中加入质量分数为25％的氨水5mL，常温下搅拌反应

3h，分取并旋干有机相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

基)-2-丁烯酸乙酯0.99equiv.，其收率为99％。采用高分辨质谱检测，实测值为254.1193。M

+H+的高分辨质谱计算值为254.1187，经比较，可确认其结构。

[0040] 实施例2

[0041] (1)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制备路

线如下：

[0042]

[0043] 操作步骤：将1.0g，1.0equiv.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与2equiv.

的磷酸氢钾、0.3equiv.的溴化亚铜、5equiv.乙醇加入反应器，向其中加入8mL的二甲基亚

砜。向反应器中通入氮气鼓泡5min，随后加入1equiv.的乙酰乙酸乙酯，升温至100℃，搅拌

反应20h。反应结束后，向反应混合物中加入乙酸乙酯和2N盐酸水溶液，洗涤后分取有机相

并旋干溶剂，残余物用硅胶柱纯化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

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0.16equiv.，其收率为16％。采用高分辨质谱(ESI+)检测，实测值为

255.1032。

[0044] (2)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

制备路线如下：

[0045]

[0046] 操作步骤：将0.81g，1equiv.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

烯酸乙酯溶于8mL  1，4二氧六环，向其中加入质量分数为25％的氨水10mL，25℃下搅拌反应

3h，分取并旋干有机相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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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2-丁烯酸乙酯0.98equiv.，其收率为98％。采用高分辨质谱检测，实测值为254.1195。

[0047] 实施例3

[0048] (1)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制备路

线如下：

[0049]

[0050] 操作步骤：将1.0g，1.0equiv.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与4equiv.

的磷酸氢二钾、0.3equiv.的三氟甲磺酸钠、3equiv.乙醇加入反应器，向其中加入10mL的二

甲基乙酰胺。向反应器中通入氮气鼓泡5min，随后加入6equiv.的乙酰乙酸乙酯，升温至150

℃，搅拌反应32h。反应结束后，向反应混合物中加入乙酸乙酯和2N盐酸水溶液，洗涤后分取

有机相并旋干溶剂，残余物用硅胶柱纯化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II)所示的(Z)-2-(2-氟-

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0.65equiv.，其收率为65％。采用高分辨质谱(ESI+)检测，实

测值为255.1030。

[0051] (2)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

制备路线如下：

[0052]

[0053] 操作步骤：将0.81g，1equiv.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

烯酸乙酯溶于10mL二乙二醇二甲醚，向其中加入质量分数为25％的氨水5mL，50℃下搅拌反

应3h，分取有机相并旋干溶剂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

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0 .95equiv .，其收率为95％。采用高分辨质谱检测，实测值为

254.1191。

[0054] 实施例4

[0055] (1)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制备路

线如下：

[0056]

[0057] 操作步骤：将1.0g，1.0equiv.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与3equiv.

的磷酸钾、0.3equiv.的溴化亚铜-二甲硫醚配合物、2equiv.乙醇加入反应器，向其中加入

说　明　书 5/7 页

8

CN 109734616 A

8



5mL的环丁砜。向反应器中通入氮气鼓泡5min，随后加入5equiv.的乙酰乙酸乙酯，升温至80

℃，搅拌反应18h。反应结束后，向反应混合物中加入乙酸乙酯和2N盐酸水溶液，洗涤后分取

有机相并旋干溶剂，残余物用硅胶柱纯化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II)所示的(Z)-2-(2-氟-

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0.32equiv.，其收率为32％。采用高分辨质谱(ESI+)检测，实

测值为255.1030。

[0058] (2)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

制备路线如下：

[0059]

[0060] 操作步骤：将0.81g，1equiv.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

烯酸乙酯溶于5mL甲基叔丁基醚，向其中加入质量分数为25％的氨水10mL，0℃下搅拌反应

3h，分取有机相并旋干溶剂，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

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0 .97equiv .，其收率为97％。采用高分辨质谱检测，实测值为

254.1191。

[0061] 实施例5

[0062] (1)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制备路

线如下：

[0063]

[0064] 操作步骤：将1.0g，1.0equiv.如式(II)所示的2-氟-1-碘-3-甲氧基苯与2equiv.

的碳酸钾、0.2equiv.的氯化亚铜、3equiv.乙醇加入反应器，向其中加入6mL的N，N-二甲基

甲酰胺。向反应器中通入氮气鼓泡5min，随后加入3equiv.的乙酰乙酸乙酯，升温至50℃，搅

拌反应18h。反应结束后，向反应混合物中加入乙酸乙酯和2N盐酸水溶液，洗涤后分取有机

相并旋干溶剂，残余物用硅胶柱纯化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

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0.18equiv.，其收率为18％。采用高分辨质谱(ESI+)检测，实测值

为255.1038。

[0065] (2)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的制备，

制备路线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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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6]

[0067] 操作步骤：将0.81g，1equiv.如式(III)所示的(Z)-2-(2-氟-3-甲氧基苯基)-2-丁

烯酸乙酯溶于5mL  2-甲基四氢呋喃，向其中加入质量分数为25％的氨水5mL，25℃下搅拌反

应3h，分取有机相并旋干溶剂，得到无色油状物如式(I)所示的(Z)-3-氨基-2-(2-氟-3-甲

氧基苯基)-2-丁烯酸乙酯0.97equiv .，其收率为97％。采用高分辨质谱检测，实测值为

254.1194。

[0068] 本发明技术方案在上面结合具体实施例对发明进行了示例性描述，显然本发明具

体实现并不受上述方式的限制，只要采用了本发明的方法构思和技术方案进行的各种非实

质性改进，或未经改进将发明的构思和技术方案直接应用于其它场合的，均在本发明的保

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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