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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系列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制备

方法及其药物组合物，当苯环仅邻位为卤素原

子、或乙氧基取代，或仅间位为溴原子、氯原子、

氟原子或硝基取代，或仅对位为氯原子、甲氧基

或硝基取代，其化合物对Aβ40和Aβ42有明显的

抑制作用，更进一步，当苯环仅邻位为氟原子或

溴原子取代时，其化合物对Aβ40和Aβ42有突出

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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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结构如下式(1)，

其中，R1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2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3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4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5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且，R1、R2、R3、R4和R5中至少有一个不为氢原子。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特征在于，所述R1、R2、R3、R4和R5中，仅其中

一个不为氢原子，其它均为氢原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特征在于，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

为卤素原子或乙氧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特征在于，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

为氟原子或溴原子。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特征在于，所述R1、R3、R4和R5为氢原子，R2

为溴原子、氯原子、氟原子或硝基。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特征在于，所述R1、R2、R4和R5为氢原子，R3

为氯原子、甲氧基或硝基。

7.权利要求1所述的苯磷硫胺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式(1a)所示的磷酸硫

胺与式(1b)所示的苯甲酰氯反应制备获得；

其中，R1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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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2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3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4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R5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基、烃

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且，R1、R2、R3、R4和R5中至少有一个不为氢原子。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1、R2、R3、R4和R5中，仅其中一个不

为氢原子，其它均为氢原子。

9.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为卤素

原子或乙氧基。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为氟原

子或溴原子。

11.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1、R3、R4和R5为氢原子，R2为溴原

子、氯原子、氟原子或硝基。

12.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1、R2、R4和R5为氢原子，R3为氯原

子、甲氧基或硝基。

13.药物组合物，其包含权利要求1-6中任一项的苯磷硫胺衍生物或其盐。

14.根据权利要求13的药物组合物，其特征在于，所述药物组合物用于制备预防和治疗

阿尔茨海默病或衰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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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磷硫胺衍生物、制备方法及其药物组合物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医药化学领域，具体涉及一种苯磷硫胺衍生物、制备方法及其药物组

合物。

背景技术

[0002] 阿尔茨海默病(俗称老年性痴呆，Alzheimer’s  disease,AD)是一种以认知、行为

失常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进行性神经退行性疾病，是一种最常见的老年期痴呆，主要表现为

识别能力障碍与记忆功能的迅速衰减。主要病理生理特征是脑内β-淀粉样蛋白(β-

amyloid，Aβ)沉积形成老年斑、tau蛋白过度磷酸化形成神经纤维缠结、脑葡萄糖代谢障碍

和神经元/突触丢失。由于病程长、患者生活自理能力差，给家庭、社会带来严重的精神和经

济负担。但是，全球范围内目前没有能阻止或延缓疾病发展的药物，目前市场销售的治疗AD

的药物仅为对症治疗药物，只能控制或改善认知和功能症状一段时间，不能阻止或延缓病

情恶化。

[0003] 苯磷硫胺，化学名S-2-[[(2-甲基-4-氨基-5-嘧啶基)甲基]甲酰胺基]-5-膦酰氧

基-2,3-戊烯-3-硫醇苯甲酸酯，分子式C19H23N4O6PS，可以改善水溶性维生素B1生物利用

度低的缺点，提高血液和组织中维生素B1的浓度，从而提高了疗效。现有对苯磷硫胺的研

究，主要集中于苯磷硫胺的合成方法和晶型以及其在药物中应用的研究。虽然近来，有研究

表明，苯磷硫胺可以用于制备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如专利CN200710041571.X公开提

供了一种包含苯磷硫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的药物组合物，但暂未发现对苯磷硫胺衍生物及

其药物用途，特别是所述衍生物用于阿尔茨海默病的相关研究报道。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提供如下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制备方法及其药物组合物的技术

方案：

[0005] 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结构如下式(1)，

[0006]

[0007] 其中，R1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

代烃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08] R2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09] R3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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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10] R4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11] R5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12] 且，R1、R2、R3、R4和R5中至少有一个不为氢原子。

[0013] 优选的，所述R1、R2、R3、R4和R5中，仅其中一个不为氢原子，其它均为氢原子。

[0014] 优选的，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为卤素原子或乙氧基。

[0015] 优选的，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为氟原子或溴原子。

[0016] 优选的，所述R1、R3、R4和R5为氢原子，R2为溴原子、氯原子、氟原子或硝基。

[0017] 优选的，所述R1、R2、R4和R5为氢原子，R3为氯原子、甲氧基或硝基。

[0018] 上述苯磷硫胺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将式(1a)所示的磷酸硫胺与式

(1b)所示的苯甲酰氯反应制备获得；

[0019]

[0020] 其中，R1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

代烃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21] R2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22] R3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23] R4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24] R5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25] 且，R1、R2、R3、R4和R5中至少有一个不为氢原子。

[0026] 优选的，所述R1、R2、R3、R4和R5中，仅其中一个不为氢原子，其它均为氢原子。

[0027] 优选的，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为卤素原子或乙氧基。

[0028] 优选的，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为氟原子或溴原子。

[0029] 优选的，所述R1、R3、R4和R5为氢原子，R2为溴原子、氯原子、氟原子或硝基。

[0030] 优选的，所述R1、R2、R4和R5为氢原子，R3为氯原子、甲氧基或硝基。

[0031] 药物组合物，包含上述任一苯磷硫胺衍生物或其盐。

[0032] 优选的，所述药物组合物用于制备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或衰老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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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提供了系列的苯磷硫胺衍生物，进一步，当苯环仅邻位为

卤素原子、或乙氧基取代，或仅间位为溴原子、氯原子、氟原子或硝基取代，或仅对位为氯原

子、甲氧基或硝基取代，其化合物对Aβ40和Aβ42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更进一步，当苯环仅邻

位为氟原子或溴原子取代时，其化合物对Aβ40和Aβ42有突出的抑制作用。

具体实施方式

[0034] 本发明的苯磷硫胺衍生物，其结构如下式(1)，

[0035]

[0036] 其中，R1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

代烃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37] R2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38] R3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39] R4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40] R5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41] 且，R1、R2、R3、R4和R5中至少有一个不为氢原子。

[0042] 本发明中，所述烃基包括直链、支链或环状烃基，所述烃基可以是烷烃基，也可以

是烯烃基或炔烃基，但优选为烷烃基，具体例如，甲基、乙基、乙烯基、丙烯基、正丙基、异丙

基、正丁基、仲丁基、叔丁基、异丁基、戊基、1-乙基丙基、1-甲基丁基、环戊基、己基、1-甲基

戊基、1-乙基丁基、环己基、2-庚基、庚基、辛基、壬基、癸基、十一烷基、十二烷基、十三烷基、

十四烷基、十五烷基、十六烷基、十七烷基、十八烷基、十九烷基、芳烷基、二十烷基、二十一

烷基、二十二烷基、二十三烷基、苯基、2-甲基苯基、3-甲基苯基、4-甲基苯基、1-萘基、2-萘

基、苄基或2-苯乙基等。

[0043] 本发明中，所述取代烃基包括上述烃基的卤素原子取代、硝基取代、氰基取代、磺

酸基取代、胺基取代、羧基取代、羟基取代或巯基取代等，具体例如甲氧基乙基、乙氧基乙

基、丁氧基乙基、三氟甲基、或五氟乙基等。

[0044] 本发明中，所述烃氧基包括直链、支链或环状烃氧基，具体例如，甲氧基、乙氧基、

正丙氧基、异丙氧基、正丁氧基、仲丁氧基、叔丁氧基、异丁氧基、戊氧基、1-乙基丙氧基、1-

甲基丁氧基、环戊氧基、己氧基、1-甲基戊氧基、1-乙基丁氧基、环己氧基、2-庚氧基、庚氧

基、辛氧基、壬氧基、癸氧基、十一烷氧基、十二烷氧基、十三烷氧基、十四烷氧基、十五烷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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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十六烷氧基、十七烷氧基、十八烷氧基、十九烷氧基、芳烷氧基、二十烷氧基、二十一烷氧

基、二十二烷氧基、二十三烷氧基、苯氧基、2-甲基苯氧基、3-甲基苯氧基、4-甲基苯氧基、1-

萘氧基、2-萘氧基、苄氧基或2-苯乙氧基等。

[0045] 本发明中，所述取代烃氧基包括上述烃氧基的卤素原子取代、硝基取代、氰基取

代、磺酸基取代、胺基取代、羧基取代、羟基取代或巯基取代等，具体例如甲氧基乙氧基、乙

氧基乙氧基、丁氧基乙氧基、三氟甲氧基、或五氟乙氧基等。

[0046] 本发明中，所述酰基包括各种烃基酰基或各种取代烃基酰基，所述取代包括卤素

原子取代、硝基取代、氰基取代、磺酸基取代、胺基取代、羧基取代、羟基取代或巯基取代等，

具体例如甲酰基、乙酰基、正丙酰基、异丙酰基、正丁酰基、仲丁酰基、叔丁酰基、异丁酰基、

戊酰基、1-乙基丙酰基、1-甲基丁酰基、环戊酰基、己酰基、1-甲基戊酰基、1-乙基丁酰基、环

己酰基、2-庚酰基、庚酰基、辛酰基、壬酰基、癸酰基、十一烷酰基、十二烷酰基、十三烷酰基、

十四烷酰基、十五烷酰基、十六烷酰基、十七烷酰基、十八烷酰基、十九烷酰基、芳烷酰基、二

十烷酰基、二十一烷酰基、二十二烷酰基、二十三烷酰基、苯酰基、2-甲基苯酰基、3-甲基苯

酰基、4-甲基苯酰基、1-萘酰基、2-萘酰基、苄酰基、2-苯乙酰基、甲氧基乙酰基、乙氧基乙酰

基、丁氧基乙酰基、三氟甲酰基、或五氟乙酰基等。

[0047] 考虑到所述苯磷硫胺衍生物对Aβ40和Aβ42的抑制作用，优选所述R1、R2、R3、R4和R5

中，仅其中一个不为氢原子，其它均为氢原子，进一步优选为所述R2、R3、R4和R5为氢原子，R1

为卤素原子或乙氧基，或所述R1、R3、R4和R5为氢原子，R2为溴原子、氯原子、氟原子或硝基，或

所述R1、R2、R4和R5为氢原子，R3为氯原子、甲氧基或硝基，更进一步优选为所述R2、R3、R4和R5

为氢原子，R1为氟原子或溴原子。

[0048] 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苯磷硫胺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将式(1a)所示的磷酸硫胺与式

(1b)所示的苯甲酰氯反应制备获得；

[0049]

[0050] 其中，

[0051] R1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52] R2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53] R3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54] R4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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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5] R5为氢原子、卤素原子、硝基、氰基、磺酸基、氨基、羧基、羟基、巯基、烃基、取代烃

基、烃氧基、取代烃氧基、或酰基；

[0056] 且，R1、R2、R3、R4和R5中至少有一个不为氢原子。

[0057] 本发明的苯磷硫胺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具体实验条件可以参考现有技术中磷酸硫

胺与苯甲酰氯反应制备苯磷硫胺的方法进行，比如，如EP2918593  A1公开的实验条件方法

制备，将式(1a)所示的磷酸硫胺溶解在水中，冷却至0～5℃，滴加30％的氢氧化钠溶液，调

节pH值在11～12之间，搅拌1～2小时。0～5℃下滴加式(1b)所示的苯甲酰氯，在滴加过程中

控制调节pH值在11～12之间。滴加完毕后5～10℃反应1～3小时。滴加浓盐酸调节pH值在3

～4之间，加入乙酸乙酯搅拌过滤，滤饼干燥得到产物。

[0058] 本发明的苯磷硫胺衍生物的制备方法，对R1、R2、R3、R4和R5的具体限定如前所述。

[0059] 进一步，本发明还提供一种药物组合物，所述药物组合物包含前述的苯磷硫胺衍

生物或其盐，优选为用于制备预防和治疗阿尔茨海默病或衰老药物的药物组合物。所述盐

为医学上可接受的盐，如锂盐、钠盐、钾盐或钙盐等。所述组合物可以按常规方法制成片剂、

粉剂、喷雾剂、水针剂、粉针剂、直肠栓剂或皮肤贴剂(透皮给药)。

[0060] 实施例

[0061] 本发明的测试说明：

[0062] 核磁(1H  NMR)：NMR位移(δ)以10-6(ppm)的单位给出。NMR的测定是用Bruker 

AVANCE-500核磁仪，测定溶剂为氘代二甲基亚砜(DMSO-d6)、氘代甲醇(CD3OD)、氘代水(D2O)

等，内标为四甲基硅烷(TMS)。

[0063] 质谱(MS)：MS的测定用安捷伦(ESI)质谱仪(生产商：安捷伦，型号：安捷伦6110)。

[0064] 1.生物测试

[0065] 试验材料与方法

[0066] (1)BCA蛋白浓度测定试剂盒购于碧云天，Aβ40及Aβ42检测试剂盒购于wako公司，

细胞培养相关试剂除胎牛血清(fetal  calf  serum，简称FBS)外均购于Gibico公司，FBS购

于上海普龙生物技术研发有限公司。

[0067] (2)HEK293APP/sw过表达细胞培养：细胞用DMEM培养液(含10％FBS、100ug/mlG418

(Geneticin,遗传霉素)及双抗)培养于48孔板中，于70％细胞密度时，取4mM供试品储备液

(供试品溶于DMEM培养液中配制得到),用DMEM培养液稀释至400μM，每孔加500μL，培养24h。

[0068] (3)取培养液上清加入BCA试剂室温孵育30min后，在酶标仪OD570nm处测各个孔吸

光值并根据蛋白标准曲线算出总蛋白浓度。同时取上清测定Aβ40及Aβ42浓度，将上清液加

入到已包被的96孔板中4℃孵育过夜，除去并洗净试剂后加入HRP(辣根氧化物酶)标记抗体

4℃孵育2h，除去并洗净试剂后加入TMB显色液室温孵育30min后加入终止液终止反应，在酶

标仪OD450nm处测各个孔吸光值并根据Aβ40及Aβ42的标准曲线分别算出Aβ40及Aβ42的浓

度，最后用总蛋白浓度对Aβ40及Aβ42的浓度进行调整得出最终浓度。

[0069] 实施例1

[0070]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methoxy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

基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甲氧基苯硫醇酯1-1合成：

说　明　书 5/18 页

8

CN 109111478 A

8



[0071]

[0072] 将磷酸硫胺1a(38g，0.09mol，溶解在水(103g，5.7mol)中，冷却至0～5℃，滴加

30％的氢氧化钠溶液(87.3g，0.65mol)，调节pH值在11～12之间，搅拌1.5小时。0～5℃下滴

加3-甲氧基苯甲酰氯(20.4g，0.12mol)，在滴加过程中控制调节pH值在11～12之间。滴加完

毕后5～10℃反应2h。滴加浓盐酸(34g，0.33mol)调节pH值在3～4之间，加入50mL乙酸乙酯

搅拌16小时。过滤，滤饼干燥得到产物1-1(11g，类白色固体)。

[0073] 对所述产物1-1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074] MS  m/z(ESI):497.1[M+1]

[0075] 1H  NMR(DMSO-d6)δ7.85(d ,1H) ,7.78(d ,1H) ,7.40(t,1H) ,7.30(d ,1H) ,7.25(d ,

1H) ,7 .13(d ,1H) ,4.45-4.25(m ,2H) ,3.88-3.75(m ,5H) ,2.75-2.65(m ,2H) ,2.25(s ,3H) ,

2.15(s,3H)。

[0076] 实施例2

[0077]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ethoxy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乙氧基苯硫醇酯1-2合成：

[0078]

[0079]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乙氧基苯甲酰氯，制

得产物1-2(1.1g，类白色固体)。

[0080] 对所述产物1-2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2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081] MS  m/z(ESI):511.1[M+1]

[0082] 1H  NMR(DMSO-d6)δ7.85(d,1H) ,7.78(d,1H) ,7.65(d,2H) ,7.00(d,2H) ,4.50-4.35

(m,2H) ,4.20-4.15(m,2H) ,3.80-3.70(m,2H) ,2.75-2.65(m,2H) ,2.25(s,3H) ,2.15(s,3H) ,

1.30(t,3H)。

[0083]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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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hydroxy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

基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羟基苯硫醇酯1-3合成：

[0085]

[0086]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羟基苯甲酰氯，制得

产物1-3(0.2g，类白色固体)。

[0087] 对所述产物1-3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3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088] MS  m/z(ESI):483.1[M+1]

[0089] 1H  NMR(DMSO-d6)δ7.90(s,1H) ,7.85(s,1H) ,7.61(d,2H) ,6.85(d,2H) ,4.53-4.31

(m,2H) ,3.87-3.78(m,2H) ,2.76-2.64(m,2H) ,2.30(s,3H) ,2.17(s,3H)。

[0090] 实施例4

[0091]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2,6-difluo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

甲基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2,6二氟苯硫醇酯1-4合成：

[0092]

[0093]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6-二氟苯甲酰氯，制

得产物1-4(2.2g，类白色固体)。

[0094] 对所述产物1-4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4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095] MS  m/z(ESI):503.0[M+1]

[0096] 1H  NMR(DMSO-d6)δ7.85(d ,2H) ,7 .65(d ,1H) ,7 .25(d ,2H) ,4 .65-4 .35(m ,2H) ,

3.80-3.70(m,2H) ,2.75-2.65(m,2H) ,2.25(s,3H) ,2.15(s,3H)。

[0097] 实施例5

[0098]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brom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

[0099] 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溴苯硫醇酯1-5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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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0]

[0101]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3-溴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5(1.7g，类白色固体)。

[0102] 对所述产物1-5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5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03] MS  m/z(ESI):545.0[M+1]

[0104] 1H  NMR(DMSO-d6)δ7.93-7.89(m,3H) ,7.76-7.72(d ,2H) ,7.48(d ,1H) ,4.65-4.35

(m,2H) ,3.87(d,2H) ,2.70(d,2H) ,2.28(s,3H) ,2.20(s,3H)。

[0105] 实施例6

[0106]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nit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硝基苯硫醇酯1-6合成：

[0107]

[0108]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3-硝基苯甲酰氯，制得

产物1-6(0.2g，类白色固体)。

[0109] 对所述产物1-6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6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10] MS  m/z(ESI):512.2[M+1]

[0111] 1H  NMR(DMSO-d6)δ8.50(d ,1H) ,8.35(d ,1H) ,8.15(d ,1H) ,7.90(d ,1H) ,7.87(d ,

1H)7.75(t,1H) ,4.50-4.35(m,2H) ,3.87-3.75(d,2H) ,2.70(d,2H) ,2.20(s,6H)。

[0112] 实施例7

[0113]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fluo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氟苯硫醇酯1-7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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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4]

[0115]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氟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7(11g，类白色固体)。

[0116] 对所述产物1-7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7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17] MS  m/z(ESI):485.1[M+1]

[0118] 1H  NMR(DMSO-d6)δ7.93(s,1H) ,7.90(s,1H) ,7.79(d,2H) ,7.40(d,2H) ,4.54-4.37

(m,2H) ,3.86(d,2H) ,2.70(d,2H) ,2.25(s,3H) ,2.20(s,3H)。

[0119] 实施例8

[0120]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fluo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氟苯硫醇酯1-8合成：

[0121]

[0122]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3-氟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8(11g，类白色固体)。

[0123] 对所述产物1-8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8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24] MS  m/z(ESI):485.1[M+1]

[0125] 1H  NMR(DMSO-d6)δ7.88(s,1H) ,7.84(s,1H) ,7.58(d,3H) ,7.41(d,1H) ,4.51-4.35

(m,2H) ,3.84(d,2H) ,2.71(d,2H) ,2.23(s,3H) ,2.19(s,3H)。

[0126] 实施例9

[0127]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2-fluo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2-氟苯硫醇酯1-9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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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8]

[0129]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氟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9(11g，类白色固体)。

[0130] 对所述产物1-9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9配

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31] MS  m/z(ESI):485.1[M+1]

[0132] 1H  NMR(DMSO-d6)δ7.94(s,1H) ,7.89(s,1H) ,7.67(d,2H) ,7.37(d,2H) ,4.55-4.36

(m,2H) ,3.85(d,2H) ,2.71(d,2H) ,2.26(s,3H) ,2.20(s,3H)。

[0133] 实施例10

[0134]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2-methyl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2-甲基苯硫醇酯1-10合成：

[0135]

[0136]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甲基苯甲酰氯，制得

产物1-10(11g，类白色固体)。

[0137] 对所述产物1-10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0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38] MS  m/z(ESI):481.1[M+1]

[0139] 1H  NMR(DMSO-d6)δ7.89(s ,1H) ,7.87(s ,1H) ,7.56(d ,1H) ,7.48(d ,1H) ,7.33(d ,

2H) ,4.55-4.36(m,2H) ,3.85(d,2H) ,2.78(d,2H) ,2.31(s,3H) ,2.27(s,3H) ,2.19(s,3H)。

[0140] 实施例11

[0141]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nit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硝基苯硫醇酯1-11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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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2]

[0143]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硝基苯甲酰氯，制得

产物1-11(10g，类白色固体)。

[0144] 对所述产物1-11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1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45] MS  m/z(ESI):512.2[M+1]

[0146] 1H  NMR(DMSO-d6)δ8.35(s ,1H) ,8.33(s ,1H) ,7.94(d ,1H) ,7.92(d ,2H) ,7.87(s ,

1H) ,4.56-4.34(m,2H) ,3.89-3.75(m,2H) ,2.74(d,2H) ,2.21(s,6H)。

[0147] 实施例12

[0148]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methoxy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

基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甲氧基苯硫醇酯1-12合成：

[0149]

[0150]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甲氧基苯甲酰氯，制

得产物1-12(10g，类白色固体)。

[0151] 对所述产物1-12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2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52] MS  m/z(ESI):497.1[M+1]

[0153] 1H  NMR(DMSO-d6)δ7.91(s,1H) ,7.85(s,1H) ,7.71(d,2H) ,7.06(d,2H) ,4.56-4.34

(m,2H) ,3.87-3.75(m,5H) ,2.70(s,2H) ,2.30(s,3H) ,2.18(s,3H)。

[0154] 实施例13

[0155]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chlo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氯苯硫醇酯1-13合成：

说　明　书 11/18 页

14

CN 109111478 A

14



[0156]

[0157]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3-氯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13(10g，类白色固体)。

[0158] 对所述产物1-13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3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59] MS  m/z(ESI):501.1[M+1]

[0160] 1H  NMR(DMSO-d6)δ7.91(s ,2H) ,7.78(d ,1H) ,7.69(d ,1H) ,7.63(s ,1H) ,7.57(d ,

1H) ,7 .45-7 .20(m ,2H) ,4.53-4.35(m ,2H) ,3.87-3.75(m ,2H) ,2.71(d ,2H) ,2.25(s ,3H) ,

2.20(s,3H)。

[0161] 实施例14

[0162]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methyl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甲基苯硫醇酯1-14合成：

[0163]

[0164]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3-甲基苯甲酰氯，制得

产物1-14(11g，类白色固体)。

[0165] 对所述产物1-14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4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66] MS  m/z(ESI):481.1[M+1]

[0167] 1H  NMR(DMSO-d6)δ7.90(s ,1H) ,7 .87(s ,1H) ,7 .52-7 .49(m ,3H) ,7 .43(d ,1H) ,

4.55-4.36(m,2H) ,3.86(d,2H) ,2.71(s,2H) ,2.38(s,3H) ,2.28(s,3H) ,2.18(s,3H)。

[0168] 实施例15

[0169]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chlo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氯苯硫醇酯1-15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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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70]

[0171]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氯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15(0.3g，类白色固体)。

[0172] 对所述产物1-15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5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73] MS  m/z(ESI):501.0[M+1]

[0174] 1H  NMR(DMSO-d6)δ7.88(s,1H) ,7.84(s,1H) ,7.71(d,2H) ,7.61(d,2H) ,4.50-4.35

(m,2H) ,3.87(d,2H) ,2.71(d,2H) ,2.22(s,3H) ,2.19(s,3H)。

[0175] 实施例16

[0176]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ethoxy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乙氧基苯硫醇酯1-16合成：

[0177]

[0178]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乙氧基苯甲酰氯，制

得产物1-16(0.2g，类白色固体)。

[0179] 对所述产物1-16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6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80] MS  m/z(ESI):511.1[M+1]

[0181] 1H  NMR(DMSO-d6)δ8.06(s ,1H) ,7.92(s ,1H) ,7.56(d ,2H) ,7.17(d ,1H) ,7.03(t,

1H) ,4.58-4.38(m,2H) ,4.18(q,2H) ,3.93-3.80(m,2H) ,2.68(s,2H) ,2.19(s,6H) ,1.35(t,

3H)。

[0182] 实施例17

[0183]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brom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溴苯硫醇酯1-17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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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84]

[0185]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溴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17(3.5g，类白色固体)。

[0186] 对所述产物1-17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7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87] MS  m/z(ESI):547.0[M+1]

[0188] 1H  NMR(DMSO-d6)δ8.08(d ,1H) ,7.90(s ,1H) ,7.86(d ,1H) ,7.76(d ,1H) ,7.73(d ,

1H)7.63(d ,1H) ,4.50-4.35(m,2H) ,3.87-3.75(m,2H) ,2.70(t,2H) ,2.24(s,3H) ,2.19(s,

3H)。

[0189] 实施例18

[0190]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2-brom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2-溴苯硫醇酯1-19合成：

[0191]

[0192]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溴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18(3.5g，类白色固体)。

[0193] 对所述产物1-18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8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194] MS  m/z(ESI):593.0[M+1]

[0195] 1H  NMR(DMSO-d6)δ7.98-7 .93(m ,3H) ,7 .51(t ,1H) ,7 .42(d ,1H) ,7 .32(d ,1H) ,

4.64-4.32(m,2H) ,3.87-3.75(m,2H) ,2.78(s,2H) ,2.20(s,3H) ,2.30(s,3H)

[0196] 实施例19

[0197]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2-iod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嘧

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2-碘苯硫醇酯1-20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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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98]

[0199]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碘苯甲酰氯，制得产

物1-19(0.06g，类白色固体)。

[0200] 对所述产物1-19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19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201] MS  m/z(ESI):547.0[M+1]

[0202] 1H  NMR(DMSO-d6)δ7.96(s,1H) ,7.93(s,1H) ,7.74(s,1H) ,7.50(s,3H) ,4.60-4.35

(m,2H) ,3.87-3.75(m,2H) ,2.70(d,2H) ,2.31(s,3H) ,2.20(s,3H)。

[0203] 实施例20

[0204]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3-vinyl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3-乙烯基苯硫醇酯1-20合成：

[0205]

[0206]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3-乙烯基苯甲酰氯，制

得产物1-20(0.8g，类白色固体)。

[0207] 对所述产物1-20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20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208] MS  m/z(ESI):492.12[M+1]

[0209] 1H  NMR(DMSO-d6)δ7.93(s ,1H) ,7.89(s ,1H) ,7.83(d ,1H) ,7.72(s ,1H) ,7.63(d ,

1H) ,7.53(t,1H) ,6.80(q ,1H) ,5.93(d ,1H) ,5.38(d ,1H) ,4.48(br,2H) ,3.87(d ,2H) ,2.72

(s,2H) ,2.27(s,3H) ,2.20(s,3H)。

[0210] 实施例21

[0211]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4-vinyl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4-乙烯基苯硫醇酯1-21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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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2]

[0213]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4-乙烯基苯甲酰氯，制

得产物1-21(2g，类白色固体)。

[0214] 对所述产物1-21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

[0215] 以所述产物1-21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216] MS  m/z(ESI):492.12[M+1]

[0217] 1H  NMR(DMSO-d6)δ7.88-7 .87(m ,2H) ,7 .70(d ,2H) ,7 .62(d ,2H) ,7 .13(br,2H) ,

6.85(q ,1H) ,6.04(d ,1H) ,5.45(d ,1H) ,4.43(br,2H) ,3.82(d ,2H) ,2.71(s ,2H) ,2.23(s ,

3H) ,2.18(s,3H)

[0218] 实施例22

[0219]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2-nitrobenzothioate，(Z)-S-(2-(N–((4-氨基-2-甲基

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2-硝基苯硫醇酯1-22合成：

[0220]

[0221]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硝基苯甲酰氯，制得

产物1-22(50mg，类白色固体)。

[0222] 对所述产物1-22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22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223] MS  m/z(ESI):512.2[M+1]

[0224] 1H  NMR(DMSO-d6)δ8.12(d,1H) ,7.93(s,1H) ,7.92(s,1H) ,7.87-7.83(m,2H) ,7.63

(d,1H) ,7.29(br,1H) ,4.49(br,2H) ,3.89(d,2H) ,2.74(s,2H) ,2.25(s,3H) ,2.20(s,3H)

[0225] 实施例23

[0226] (Z)-S-(2-(N-((4-amino-2-methylpyrimidin-5-yl)methyl)formamido)-5-

(phosphonooxy)pent-2-en-3-yl)2,6-dimethylbenzothioate，(Z)-S-(2-(N–((4-氨基-2-

甲基嘧啶-5-基)甲基)甲酰胺)-5-(膦酰氧基)戊-2-烯-3-基)2,6-二甲基苯硫醇酯1-23合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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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7]

[0228] 采用实施例1的合成路线，将原料3-甲氧基苯甲酰氯替换为2，6-二甲基苯甲酰氯，

制得产物1-23(18mg，类白色固体)。

[0229] 对所述产物1-23进行核磁(1H  NMR)和质谱(MS)测试，结果如下，以所述产物1-23

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230] MS  m/z(ESI):495.1[M+1]

[0231] 1H  NMR(DMSO-d6)δ7.97(d ,2H) ,7.26(s,1H) ,7.08(s,2H) ,4.85(br,2H) ,3.86(s,

2H) ,2.76(s,2H) ,2.32(s,3H) ,2.19(s,3H)

[0232] 对比例1

[0233] 不加供试品储备液，以培养基作为空白对照，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234] 对比例2

[0235] 以苯磷硫胺配制供试品储备液进行生物测试，其结果列于表1中。

[0236] 表1为苯磷硫胺衍生物处理后APP/293细胞所分泌的Aβ40及Aβ42蛋白的含量

[0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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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38]

[0239] 虽然本发明披露如上，但本发明并非限定于此。任何本领域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

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均可作各种更动与修改，因此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应当以权利要求所

限定的范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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