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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

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属于有机合成领

域。本发明以氟烷基亚磺酰基为无痕导向基团，

烯烃为偶联试剂，在过渡金属催化剂催化下进行

邻位碳氢键烯基化反应，制得单烯基化芳香族化

合物，反应过程中，氟烷基亚磺酰基导向基团直

接从酰胺底物中脱除，故反应后无需再进行脱除

导向基团的处理，大大节省了反应步骤，提高了

步骤经济性，且底物兼容性好，能以较高产率得

到相应的单烯基化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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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芳香族

烯基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5)所示，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

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在过渡金属催化剂、氧化剂以及碱的存在下于有机溶剂A中进行反

应而得所述芳香族烯基化合物；

其中，R1为氢原子、卤原子、烷基、芳基、烷氧基中的一种；R2以及R3各自独立地为烷基或

者R2与R3共同形成环烷基；R4为烷基、环烷基、芳基、苄基或任选具有取代基的烷基，所述具

有取代基的烷基为羟基烷基、烷氧基烷基、杂环基烷基中的一种；所述氧化剂为醋酸银；所

述碱为碳酸钠、碳酸钾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有机溶剂A为六氟异丙醇、三氟乙醇中的至少一

种；所述过渡金属催化剂为醋酸钯。

2.一种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

括以下步骤：将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在过渡金属催化剂、氧

化剂以及碱的存在下于有机溶剂A中进行反应而得所述芳香族烯基化合物；

所述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5)所示，所述式(5)化合物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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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所述氧化剂为醋酸银；所述碱为碳酸钠、碳酸钾中的至少一种；所述有机溶剂A为

六氟异丙醇、三氟乙醇中的至少一种；所述过渡金属催化剂为醋酸钯。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4表示的烷基为直链烷基或支链烷基。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R1为氢原子、氯原子、溴原子、甲基、乙

基、叔丁基、芳基、甲氧基中的一种；所述R2与R3各自独立地为甲基、乙基中的一种，或者所述

R2与R3共同形成环丙基、环丁基、环戊基、环己基中的一种；所述R4为甲基、乙基、正丁基、异

丁基、环己基、芳基、苄基、4‑羟基丁基、2‑甲氧基乙基、四氢‑2‑呋喃基甲基中的一种。

5.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结

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过渡金属催化剂、氧化剂、碱以及有机溶剂A的比例为结构式(1)所

示的化合物：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过渡金属催化剂：氧化剂：碱：有机溶剂A＝1mol:2‑

5mol:0.05‑0.2mol:2‑5mol:1‑3mol:(0.8‑1.5)*104mL；所述反应温度为60‑120℃，反应时

间为0.1‑12h。

6.根据权利要求1‑4任一项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的

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在叔胺存在

下于有机溶剂B中进行反应而得到所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叔胺为三乙胺，所述有机溶剂B为二氯

甲烷。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

所示的化合物反应时，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以及叔胺的摩尔

比为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叔胺＝1:0.9‑2:5‑20，反应温度为

0℃至室温，反应时间为1‑3h。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

包括以下步骤：

(1)将1‑碘‑2‑氯四氟乙烷在连二亚硫酸钠以及碳酸氢钠存在下于溶剂C中进行搅拌反

应，反应结束后，得到反应混合液；

(2)采用有机溶剂对步骤(1)所得反应混合液进行萃取，收集有机相并除去溶剂，再加

入硫酸，混合均匀后进行热过滤，收集滤液并浓缩，得到浓缩液；

(3)在步骤(2)所得浓缩液中加入二氯亚砜进行反应，即得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

10.根据权利要求9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1‑碘‑2‑氯四氟乙烷、连二亚硫酸钠、

碳酸氢钠以及二氯亚砜的摩尔比为1‑碘‑2‑氯四氟乙烷：连二亚硫酸钠：碳酸氢钠：二氯亚

砜＝1:1‑2:1‑2:1‑5；所述步骤(1)中的反应温度为室温，反应时间为5‑10h，溶剂C为水和乙

腈的混合液；所述步骤(3)中的反应温度为0℃至室温，反应时间为1‑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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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有机合成领域，具体涉及一种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

合物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传统的过渡金属催化的交叉偶联反应提供了一种高效的合成碳碳键以及碳杂键

的方法。很多经典的偶联反应都被越来越广泛应用，但仍具有难以忽视的缺点：该类反应都

需要事先将底物进行预官能团化，制成亲电试剂(如卤化物或类卤化物)以及亲核试剂等。

增加了反应的步骤，降低了原子经济性。因此，是否能直接实现碳氢键的官能团，使底物直

接参与反应，这将大大提高的效率。

[0003] 由于具有步骤和原子经济性，近年来在碳氢键活化领域最常用的策略就是导向基

导向的碳氢键活化。传统导向基导向的碳氢键官能团化反应有苯和苯乙烯的氧化偶联反应

(Tetrahedron  Lett.1967,8,1119；Tetrahedron  Lett.1968,5,633)。1993年，Murai小组报

道了过渡金属Ru催化的芳基酮邻位烷基化反应(Nature,1993,366,529)，该反应的效率和

产率都大为提高。2002年，Leeuwen小组报道了乙酰苯胺作为导向基的C‑H键烯基化反应

(J.Am.Chem.Soc.2002,124，8,1586)。2010年，Daugulis小组报道了以N,S双原子双配位的

导向基碳氢键活化反应(J .Am .Chem .Soc .2010 ,132 ,3965)，此后还有C‑H键的芳基化

(J.Org .Chem.,2013,78,3030)，烷基化(Org.Lett.,2011 ,13,4850)，炔基化[Org .Lett.,

2012,14,354]，酰基化(Org.Lett.,2012,14,1238‑1241)，氨基化(J.Am.Chem.Soc.,2012,

134,7)，卤代(J.Am.Chem.Soc.,2013,135,9342)等双配位导向基官能团化反应。此外，还有

以酰胺类(J.Am .Chem .Soc .,2010 ,132(11) ,3680)、吡啶类(J.Am .Chem .Soc .2011 ,133 ,

6541)和羧酸类(J.Org.Chem.2011,76,3024)作为导向基进行直接的烯基化反应。除了氮和

氧原子导向基外，还有一些杂原子导向基团也能实现C ‑ H键烯基化反应，如硫醚

(Org.Lett.,2012,14,2164)导向和苯基磷酸单酯(Org.Lett.,2013,15,1910)导向的C‑H键

活化的烯基化反应。传统的导向基导向的烯基化反应总体上有着反应温和，选择性高和反

应产率高等优点，但是有着需要预先安装导向基，且难以脱除的特点。

[0004] 如能在反应过程中，直接将底物上的导向基脱除或者导向基不在反应底物上，可

以减少反应步骤，提高反应的步骤经济性，无痕导向基导向的碳氢键官能团化反应应运而

生。1997年，Jun课题组报道了用Ru催化亚胺作为瞬时导向基的烯烃氢芳基化反应

(J.Org.Chem.1997,62,1200)。2016年，林国强院士课题组报道了以溴作为无痕导向基团，

钯催化的芳基溴和连硼酸频哪醇酯的偶联反应(J.Am.Chem.Soc.2016,138,2897)。此后，又

有全氟酯基导向(J.Am.Chem.Soc.2018,140,1502)的脂肪烃氧化为醇的反应。

[0005] 碳氢键活化烯基化反应在最近十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导向基导向的sp2烯基化

反应已经发展的相对较成熟。然而，如何更高效地对导向基进行安装或脱除仍是一个亟需

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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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6] 为解决上述现有技术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一种通过以氟

烷基亚磺酰基为无痕导向基团的邻位碳氢键烯基化反应来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

导向基氟烷基亚磺酰基在反应后即进行脱除，可以大大节省反应步骤，提高步骤经济性，且

底物兼容性好，能以较高产率得到相应的单烯基化产物。

[0007]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所述芳香

族烯基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5)所示，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

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在过渡金属催化剂、氧化剂以及碱的存在下于有机溶剂A中进行

反应而得所述芳香族烯基化合物；

[0008]

[0009] 其中，R1为氢原子、卤原子、烷基、芳基、烷氧基中的一种，n＝1或2；R2以及R3各自独

立地为烷基或者R2与R3共同形成环烷基；R4为烷基、环烷基、芳基、苄基或任选具有取代基的

烷基；所述氧化剂为醋酸盐、氯化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碱为钠盐、钾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

有机溶剂A为含氟有机试剂。当R4表示烷基时，可为直链烷基或支链烷基。

[0010] 上述方法利用无痕导向基导向的策略，以氟烷基亚磺酰基为无痕导向基团，烯烃

为偶联试剂，在过渡金属催化剂催化下，制得单烯基化芳香族化合物；反应过程中，氟烷基

亚磺酰基导向基团直接从酰胺底物中脱除，故反应后无需再进行脱除导向基团的处理。

[0011] 优选地，所述具有取代基的烷基为羟基烷基、烷氧基烷基、杂环基烷基中的一种。

[0012] 优选地，所述R1为氢原子、氯原子、溴原子、甲基、乙基、叔丁基、芳基、甲氧基中的

一种；所述R2与R3各自独立地为甲基、乙基中的一种，或者所述R2与R3共同形成环丙基、环丁

基、环戊基、环己基中的一种；所述R4为甲基、乙基、正丁基、异丁基、环己基、芳基、苄基、4‑

羟基丁基、2‑甲氧基乙基、四氢‑2‑呋喃基甲基中的一种。

[0013] 优选地，所述氧化剂为氯化铜、醋酸铜、醋酸银中的至少一种。

[0014] 优选地，所述碱为碳酸钠、碳酸钾、磷酸钾、磷酸氢钾、醋酸钠、三氟醋酸钠中的至

少一种。发明人采用单因素试验(即只改变碱的种类)来研究碱的种类对结构如式(5)所示

的化合物产率的影响，发现当碱为碳酸锂时，得不到结构如式(5)所示的化合物；当碱为碳

酸钠时产率最高，碱为碳酸钾时产率次之，碱为磷酸钾、磷酸氢钾、醋酸钠或三氟醋酸钠时

产率再次之。

[0015] 优选地，所述过渡金属催化剂为醋酸钯。

[0016] 优选地，所述有机溶剂A为六氟异丙醇、三氟乙醇中的至少一种。

[0017] 优选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过渡金属催化剂、氧

化剂、碱以及有机溶剂A的比例为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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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催化剂：氧化剂：碱：有机溶剂A＝1mol:2‑5mol:0.05‑0.2mol:2‑5mol:1‑3mol:(0.8‑

1.5)*104mL；所述反应温度为60‑120℃，反应时间为0.1‑12h。

[0018] 优选地，所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结构式(3)所

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在叔胺存在下于有机溶剂B中进行反应而得到所述

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

[0019]

[0020] 叔胺在上述反应中充当缚酸剂，与反应中生成的盐酸结合生成叔胺盐酸盐。

[0021] 优选地，所述叔胺为三乙胺。

[0022] 优选地，所述有机溶剂B为二氯甲烷。

[0023] 优选地，所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反应时，结构式

(3)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以及叔胺的摩尔比为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

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叔胺＝1:0.9‑2:5‑20，反应温度为0℃至室温，反应时间为1‑3h。

[0024] 优选地，所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25] (1)将1‑碘‑2‑氯四氟乙烷在连二亚硫酸钠以及碳酸氢钠存在下于溶剂C中进行搅

拌反应，反应结束后，得到反应混合液；

[0026] (2)采用有机溶剂对步骤(1)所得反应混合液进行萃取，收集有机相并除去溶剂，

再加入硫酸，混合均匀后进行热过滤，收集滤液并浓缩，得到浓缩液；

[0027] (3)在步骤(2)所得浓缩液中加入二氯亚砜进行反应，即得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

物。

[0028] 优选地，所述1‑碘‑2‑氯四氟乙烷、连二亚硫酸钠、碳酸氢钠以及二氯亚砜的摩尔

比为1‑碘‑2‑氯四氟乙烷：连二亚硫酸钠：碳酸氢钠：二氯亚砜＝1:1‑2:1‑2:1‑5；所述步骤

(1)中的反应温度为室温，反应时间为5‑10h，溶剂C为水和乙腈的混合液；所述步骤(3)中的

反应温度为0℃至室温，反应时间为1‑5h。

[0029] 本发明所涉及的室温，均是指室内温度，不一定为25℃。

[0030]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优点：本发明以氟烷基亚磺酰基为无痕导向基

团，烯烃为偶联试剂，在过渡金属催化剂催化下进行邻位碳氢键烯基化反应，制得单烯基化

芳香族化合物，反应过程中，氟烷基亚磺酰基导向基团直接从酰胺底物中脱除，故反应后无

需再进行脱除导向基团的处理，大大节省了反应步骤，提高了步骤经济性，且底物兼容性

好，能以较高产率得到相应的单烯基化产物。

附图说明

[0031] 图1为实施例7所涉及的反应、相应的产物芳香族烯基化合物及其收率；

[0032] 图2为实施例8所涉及的反应、相应的产物芳香族烯基化合物及其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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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33] 为更好的说明本发明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本发明通过下列实施例进一步说

明。显然，下列实施例仅是本发明的一部分实施例，而不是全部的实施例。应理解，本发明实

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效果，而非用于限制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0034]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所述芳香

族烯基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5)所示，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将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

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在过渡金属催化剂、氧化剂以及碱的存在下于有机溶剂A中进行

反应而得所述芳香族烯基化合物；

[0035]

[0036] 其中，R1为氢原子、卤原子、烷基、芳基、烷氧基中的一种，n＝1或2；R2以及R3独立地

为烷基或者R2与R3共同形成环烷基；R4为烷基、环烷基、芳基、苄基或任选具有取代基的烷

基；所述氧化剂为醋酸盐、氯化盐中的至少一种；所述碱为钠盐、钾盐中的至少一种。

[0037] 作为由R1表示的卤原子，可举出氯原子、溴原子等。

[0038] 作为由R1表示的烷基，可举出甲基、乙基、叔丁基等。

[0039] 作为由R1表示的烷氧基，可举出甲氧基。

[0040] 作为由R2以及R3各自独立地表示的烷基，可举出甲基、乙基等。

[0041] 作为由R2与R3共同形成的环烷基，可举出环丙基、环丁基、环戊基、环己基等。

[0042] 作为由R4表示的烷基，可以是直链烷基或支链烷基，如甲基、乙基、正丁基、异丁基

等。

[0043] 作为由R4表示的环烷基，可以是环己基等。

[0044] 作为由R4表示的具有取代基的烷基，可以是羟基烷基、烷氧基烷基、杂环基烷基

等，其中“羟基烷基”是指含有至少有一个羟基的烷基；“烷氧基”是通过氧原子与母体分子

部分连接的烷基，如甲氧基，“烷氧基烷基”是如上所定义的烷氧基和烷基的组合基团，如2‑

甲氧基乙基；“杂环基”是指含有至少一个杂原子的饱和杂环，如四氢呋喃基，“杂环基烷基”

是如上所定义的杂环基和烷基的组合基团，如(四氢呋喃基)烷基。

[0045] 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2‑

5mol。

[0046] 过渡金属催化剂优选使用钯金属催化剂。

[0047] 钯金属催化剂优选使用醋酸钯。

[0048] 过渡金属催化剂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0 .05‑

0.2mol。

[0049] 氧化剂优选使用醋酸银。研究过程中发现在醋酸盐、氯化盐等氧化剂存在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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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能反应生成结构式(5)所示的化合物，如氯

化铜、醋酸铜、醋酸银等，尤其是在醋酸银存在下，结构式(5)所示的化合物的收率非常高，

而在氧化银、碳酸银或三氟醋酸银存在下，均检测不到目标产物(结构式(5)所示的化合物)

的生成。

[0050] 氧化剂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2‑5mol。

[0051] 碱优选使用碳酸钠。研究过程中发现当碱为碳酸锂时，得不到结构如式(5)所示的

化合物；当碱为碳酸钠时产率最高，碱为碳酸钾时产率次之，碱为磷酸钾、磷酸氢钾、醋酸钠

或三氟醋酸钠时产率再次之。

[0052] 碱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1‑3mol。

[0053] 有机溶剂A可选为含氟有机试剂，如六氟异丙醇、三氟乙醇等，尤其以六氟异丙醇

作为溶剂时，结构式(5)所示的化合物的收率非常高，另外，当有机溶剂A为1,4‑二氧六环、

二氯甲烷、叔丁醇或乙腈时，检测不到目标产物(结构式(5)所示的化合物)的生成。

[0054] 有机溶剂A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0 .8‑1 .5)*

104mL。

[0055] 上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在密闭、非密

闭条件下均可进行，优选在密闭条件下进行。

[0056] 上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在空气氛围

中即可进行。

[0057] 上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的温度通常

为60‑120℃。

[0058] 上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的时间通常

在0.1～12h范围内。

[0059] 经过对上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的反

应条件包括氧化剂、溶剂、碱、温度和时间等反应变量进行筛选，确定最佳合成条件为：碱为

碳酸钠，氧化剂为醋酸银，有机溶剂A为六氟异丙醇，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2)所

示的化合物、过渡金属催化剂、氧化剂、碱以及有机溶剂A的比例为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

物：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过渡金属催化剂：氧化剂：碱：有机溶剂A＝1mol:3mol:

0.1mol:2mol:2mol:1*104mL，该反应在空气氛围中进行，反应温度为80℃，反应时间为10h。

[0060] 上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2)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结束后，例如

可以在反应混合液冷却至室温后，用水进行淬灭反应，然后采用有机溶剂萃取，收集有机

相，干燥除水后，蒸馏除去有机溶剂，再采用柱层析等进行纯化。这样所得结构如式(5)所示

的化合物不仅能应用于有机化学领域，还能应用于医药领域。

[0061] 所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可通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而成：将结构式(3)

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在叔胺存在下于有机溶剂B中进行反应而得到所

述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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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2]

[0063] 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

0.9‑2mol。

[0064] 叔胺优选为三乙胺。

[0065] 叔胺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5‑20mol。

[0066] 有机溶剂B优选为二氯甲烷。

[0067] 有机溶剂B的用量，相对于1mol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通常为(10‑20)*103mL。

[0068] 上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的温度通常

为0℃至室温。

[0069] 上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的时间通常

为1‑3h。

[0070] 经过对上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的反

应条件包括叔胺、溶剂、温度和时间等反应变量进行筛选，确定最佳合成条件为：结构式(3)

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反应时，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4)所示

的化合物以及叔胺的摩尔比为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叔胺＝

1:1.5:5，反应温度为0℃至室温，反应时间为2h，所述有机溶剂B为二氯甲烷。

[0071] 上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与结构式(4)所示的化合物发生的反应结束后，例如

可以在反应混合液冷却至室温后，采用有机溶剂萃取，收集有机相，干燥除水后，蒸馏除去

有机溶剂，再采用柱层析等进行纯化，其中柱层析采用的流动相可选为石油醚和乙酸乙酯

的混合液(石油醚/乙酸乙酯＝5‑20:1，v/v)等。

[0072] 所述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可通过包括以下步骤的方法制备而成：

[0073] (1)将1‑碘‑2‑氯四氟乙烷在连二亚硫酸钠以及碳酸氢钠存在下于溶剂C中进行搅

拌反应，反应结束后，得到反应混合液；

[0074] (2)采用有机溶剂对步骤(1)所得反应混合液进行萃取，收集有机相并除去溶剂，

再加入硫酸，混合均匀后进行热过滤，收集滤液并浓缩，得到浓缩液；

[0075] (3)在步骤(2)所得浓缩液中加入二氯亚砜进行反应，即得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

物。

[0076] 连二亚硫酸钠的用量，相对于1mol  1‑碘‑2‑氯四氟乙烷，通常为1‑2mol。

[0077] 碳酸氢钠的用量，相对于1mol  1‑碘‑2‑氯四氟乙烷，通常为1‑2mol。

[0078] 溶剂C优选为水和乙腈的混合液。

[0079] 溶剂C的用量，相对于1mol  1‑碘‑2‑氯四氟乙烷，通常为500‑3000mL。

[0080] 上述步骤(1)中的反应在室温下即可进行。

[0081] 上述步骤(1)中的反应的时间通常为5‑10h。

[0082] 二氯亚砜的用量，相对于1mol  1‑碘‑2‑氯四氟乙烷，通常为1‑5mol。

[0083] 上述步骤(3)中的反应的反应温度通常为0℃至室温，反应时间通常为1‑5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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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4] 经过对1‑碘‑2‑氯四氟乙烷制备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反应条件进行筛选，确

定优选反应条件为：1‑碘‑2‑氯四氟乙烷、连二亚硫酸钠、碳酸氢钠以及二氯亚砜的摩尔比

为1‑碘‑2‑氯四氟乙烷：连二亚硫酸钠：碳酸氢钠：二氯亚砜＝1:2:2:2；步骤(1)中的反应温

度为室温，反应时间为12h，溶剂C为水和乙腈的混合液；步骤(3)中的反应程序为先在冰浴

中反应1h，再在室温下反应2h。

[0085] 实施例1

[0086]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的一种实

施方式，该方法包括以下几个工艺：

[0087] 1、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制备

[0088] 以廉价的工业副产品1‑碘‑2‑氯四氟乙烷为原料，利用亚磺化脱卤反应，制备相应

的亚磺酰胺，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089]

[0090]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1] 步骤A：将160mmol  1‑碘‑2‑氯四氟乙烷、320mmol连亚硫酸钠以及320mmol碳酸氢

钠加入反应容器中，然后加入150‑300mL水和100‑200mL乙腈作为溶剂，在室温搅拌12h，反

应结束后，得到反应混合物；

[0092] 步骤B：采用50mL乙酸乙酯对步骤A所得反应混合物中萃取2次，收集上层有机相并

旋干抽净残余水，然后加入70mL98％硫酸混合均匀后热过滤，取滤液减压蒸馏，得浓缩液；

[0093] 步骤C：待步骤B所得浓缩液冷却后，加入320mmol二氯亚砜，先于冰浴中搅拌反应

1h，再在室温下反应2h，然后常压蒸馏，取馏出液，即得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称重为

15g。

[0094] 2、亚磺酰胺底物的制备

[0095] 本实施例中亚磺酰胺底物为N‑((2‑氯‑1,1,2,2‑四氟乙基)亚砜基)‑2‑甲基‑2‑苯

丙酰胺，即结构式(101)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096]

[0097]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098] 步骤D：向80mmol上述所得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中慢慢加入120mmol2‑甲基‑2‑

苯基丙酰氯(结构式(401)所示的化合物)、400mmol三乙胺(Et3N)以及1200mL的二氯甲烷

(DCM)，在0℃至室温温度范围内反应2h，得到反应混合物；

[0099] 步骤E：待步骤D所得反应混合物冷却至室温后，采用乙醚萃取3次，收集上层有机

相并用无水硫酸钠干燥除水分后过滤，得到粗品；

[0100] 步骤F：将步骤E所得粗品减压蒸发除溶剂后，采用硅胶柱层析进行纯化(流动相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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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醚和乙酸乙酯的混合物，其中石油醚/乙酸乙酯＝15:1，v/v)，得到白色固体，即得所述

亚磺酰胺底物。该亚磺酰胺底物为1.6g，产率为77％，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

(1)1H  NMR(400MHz,CDCl3)δ:1.63(s,3H) ,1.66(s,3H) ,7.33‑7.45(m,5H)；19F  NMR(376MHz,

CDCl3)δ‑67.93–‑67.91(m,2F) ,‑117.0(d,J＝233.1Hz,1F) ,‑120.1(d,J＝233.1Hz,1F)；13C 

NMR(100MHz,CDCl3):26.0,26.1,48.3,116.7(tt,JC–F＝310Hz,JC–F＝40Hz) ,121.5(tt,J1

＝300Hz,J2＝30Hz) ,126.1,128.0,129.2,141.8,176.9；(2)该产物高分辨质谱(ESI‑TOF)

分子量计算值为[M+Na]+368.0106，实测值为[M+Na]+368.0404。

[0101] 3、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制备

[0102] 本实施例中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2‑(4,4‑二甲基‑3‑氧‑1 ,2,3,4‑四氢异喹啉‑1‑

基)乙酸乙酯，即结构式(501)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103]

[0104]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

[0105] 步骤G：于35mL的螺旋式密封管中，加入上述制得的亚磺酰胺底物(0.2mmol)、丙烯

酸乙酯(0.6mmol，结构式(201)所示的化合物)、过渡金属催化剂醋酸钯(0.02mmol)、氧化剂

醋酸银(0.4mmol)以及碱碳酸钠(0.4mmol)，最后加入2mL六氟异丙醇(HFIP)，密封后置于80

℃油浴锅中反应10h，得到反应混合物；

[0106] 步骤H：待反应混合物冷却至室温，用10mL的蒸馏水淬灭反应，再采用20mL乙酸乙

酯萃取3次；

[0107] 步骤I：将步骤H萃取得到的有机相合并，用无水硫酸钠干燥除水分后过滤，然后依

次经减压蒸馏、柱层析纯化(流动相为石油醚和丙酮的混合物，其中石油醚/丙酮＝3:1，v/

v)，得到白色固体，即得芳香族烯基化合物。该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38mg，产率为73％，用

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1H  NMR(400MHz,CDCl3)δ:2.65(dd ,J1＝17.2Hz,J2＝

10.8Hz,1H) ,2.88(dd ,J1＝17.2Hz,J2＝2.8Hz,1H) ,4.21(q,J＝7.2Hz,2H) ,5.00(dt,J1＝

10.8Hz,J2＝2.8Hz,1H) ,6.66(br,1H) ,7.11(d,J＝7.6Hz,1H) ,7.24(t,J＝6.4Hz,1H) ,7.32

(t,J＝11.2Hz,1H)；13C  NMR(100MHz,CDCl3):7.38(d,41.8,45.7,52.6,62.2,126.4,127.2,

127.6,129.1,132.1,142.1,172.0,176.7；(2)该产物高分辨质谱(ESI‑TOF)分子量计算值

为[M+H]+262.1438，实测值为[M+H]+262.1437。

[0108] 实施例2

[0109]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的一种实

施方式，该方法包括以下几个工艺：

[0110] 1、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制备

[0111] 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同实施例1。

[0112] 2、亚磺酰胺底物的制备

[0113] 本实施例中亚磺酰胺底物为N‑((2‑氯‑1,1,2,2‑四氟乙基)亚砜基)‑2‑(4‑甲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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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基)‑2‑甲基丙酰胺，即结构式(105)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114]

[0115]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用结构式(405)所示的化合物替代2‑甲基‑2‑苯

基丙酰氯外，其他方法步骤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亚磺酰胺底物为白色固体，质量

为1.3g，产率为59％，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1H  NMR(400MHz,CDCl3)δ:1.60

(s ,3H) ,1 .62(s ,3H) ,3.83(s ,3H) ,6.94(d ,J＝8.8Hz,2H) ,7.26(m ,2H)；19F  NMR(376MHz,

CDCl3)δ‑69.76–‑69.80(m,2F) ,‑118.8(dt,J1＝233.1Hz,J2＝3.76Hz,1F) ,‑122.0(dt,J1

＝229 .4Hz ,J2＝3.76Hz ,1F)；13C  NMR(100MHz ,CDCl3):26 .3 ,30 .9 ,47 .7 ,55 .3 ,114 .7 ,

127 .4 ,133 .6 ,159 .3 ,177 .3；(2)该产物高分辨质谱(ESI‑TOF)分子量计算值为[M+H]+

376.0392，实测值为[M+H]+376.0387。

[0116] 3、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制备

[0117] 本实施例中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2‑(7‑甲氧基‑4,4‑二甲基‑3‑氧‑1 ,2,3,4‑四氢

异喹啉‑1‑基)乙酸乙酯，即结构式(505)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118]

[0119]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亚磺酰胺底物为本实施例制得的亚磺酰胺底物

外，其他方法步骤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白色固体，质量为

26mg，产率为44％，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H  NMR(400MHz,CDCl3)δ:1.30(t,J

＝7.2Hz,3H) ,1.49(s,3H) ,1.58(s,1H) ,2.66(dd ,J1＝17.6Hz,J2＝10.8Hz,1H) ,2.88(dd ,

J1＝17.6Hz,J2＝2.8Hz,1H) ,3.80(s,3H) ,4.22(q,J＝7.2Hz,2H) ,4.96(dt,J1＝10.8Hz,J2

＝2.8Hz,1H) ,6.56(br,1H) ,6.60(d ,J＝2.4Hz,1H) ,6.89(dd ,J1＝8.4Hz,J2＝2.4Hz,1H) ,

7.30(d,J＝8.8Hz,1H)；13C  NMR(100MHz,CDCl3)δ:15.2,28.0,32.2,41.4,45.7,52.6,56.4,

62.3,111.1,115.4,128.6,133.3,134.2,159.0,172.1,176.9。

[0120] 实施例3

[0121]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的一种实

施方式，该方法包括以下几个工艺：

[0122] 1、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制备

[0123] 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同实施例1。

[0124] 2、亚磺酰胺底物的制备

[0125] 本实施例中亚磺酰胺底物为N‑((2‑氯‑1 ,1 ,2,2‑四氟乙基)亚砜基)‑1‑苯基环戊

烷‑1‑甲酰胺，即结构式(113)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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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0127]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用结构式(413)所示的化合物替代2‑甲基‑2‑苯

基丙酰氯外，其他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亚磺酰胺底物为白色固体，质

量为1.6g，产率为70％，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1H  NMR(400MHz,CDCl3)δ:

(1.76‑1.89)(m,4H) ,(2.06‑2.13)(m,2H) ,(2.44‑2.57)(m,2H) ,(7.31‑7.38)(m,3H) ,7.40

(t ,J＝7.6Hz ,3H)；19F  NMR(376MHz ,CDCl3)δ‑67 .31–‑67 .30(m ,2F) ,‑115 .96(dt ,J1＝

229.3Hz,J2＝3.76Hz,1F) ,‑119.51(dt,J1＝229.36Hz,J2＝3.76,1F)；13C  NMR(100MHz,

CDCl3)δ:23.9,36.2,36.3,60.3,116.8(tt,JC–F＝293.2Hz,JC–F＝36.2Hz) ,121.5(tt,J1＝

298.6Hz ,J2＝32.6Hz) ,126 .6 ,128.0 ,129.3 ,141 .0 ,175 .9；(2)该产物高分辨质谱(ESI‑

TOF)分子量计算值为[M+Na]+382.0262，实测值为[M+Na]+382.0259。

[0128] 3、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制备

[0129] 本实施例中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2‑(3'‑氧‑2'，3'‑二氢‑1 '‑氢‑螺环[环戊烷‑1 ,

4'‑异喹啉]‑1'‑基)乙酸乙酯，即结构式(513)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130]

[0131]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亚磺酰胺底物为本实施例制得的亚磺酰胺底物

外，其他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白色固体，质量为

29mg，产率为51％，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H  NMR(400MHz,CDCl3)δ:1.27(t,J

＝7.2Hz,3H) ,(1.71‑2.09)(m,7H) ,2.65(dd,J1＝7.2Hz,J2＝10.8Hz,1H) ,(2.71‑2.76)(m,

1H) ,2.82(dd,J1＝17.2Hz,J2＝2.8Hz,1H) ,4.20(q,J＝6.8Hz,2H) ,4.98(dt,J1＝10.8Hz,J2
＝2.8Hz,1H) ,6.58(br,1H) ,7.08(d,J＝3.6Hz,1H) ,(7.19‑7.30)(m,3H)；13C  NMR(100MHz,

CDCl3)δ:15.2,28.4,29.0,39.2,45.6,46.2,52.3,52.9,62.2,126.3,127.3,127.3,129.2,

132.8,143.5,172.1,177.7。

[0132] 实施例4

[0133]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的一种实

施方式，该方法包括以下几个工艺：

[0134] 1、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制备

[0135] 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

[0136] 2、亚磺酰胺底物的制备

[0137] 本实施例中亚磺酰胺底物为1‑(4‑溴苯基)‑N‑((2‑氯‑1 ,1 ,2 ,2‑四氟乙基)亚砜

基)环戊烷‑1‑甲酰胺，即结构式(116)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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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8]

[0139]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用结构式(416)所示的化合物替代2‑甲基‑2‑苯

基丙酰氯外，其他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亚磺酰胺底物为白色固体，质

量为1.9g，产率为71％，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1H  NMR(400MHz,CDCl3)δ:

1.74–1.79(m,4H) ,1.96–2.01(m,2H) ,2.42‑2.50(m,2H) ,7.16(d ,J＝8.4Hz,2H) ,7.48(d ,J

＝8.4Hz ,2H) ,7 .78(br ,1H)；19F  NMR(376MHz ,CDCl3)δ‑67 .36(s ,2F) ,‑116 .1(d ,J1＝

229.4Hz,1F) ,‑119.3(dd ,J＝229.4Hz,1F)；13C  NMR(100MHz,CDCl3)δ:23.7 ,23.8,36.2,

36 .3 ,60 .0 ,116 .8(tt ,JC–F＝300Hz ,JC–F＝30Hz) ,121 .5(tt ,JC‑F＝300Hz ,JC‑F＝30Hz) ,

128.4,132.3,132.4,140.0,175.2；(2)该产物高分辨质谱(ESI‑TOF)分子量计算值为[M+

Na]+471.9367，实测值为[M+Na]+471.9365。

[0140] 3、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制备

[0141] 本实施例中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2‑(7'‑溴‑3'‑氧‑2',3'‑二氢‑1 '‑氢螺环戊烷‑

1,4'‑异喹啉]‑1'‑基)乙酸乙酯，即结构式(516)所示的化合物，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142]

[0143]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亚磺酰胺底物为本实施例制得的亚磺酰胺底物

外，其他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白色固体，质量为

27mg，产率为44％，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H  NMR(400MHz,CDCl3)δ:1.30(t,J

＝7.2Hz,3H) ,(1.63‑1.75)(m,1H) ,(1.82‑2.00)(m,4H) ,(2.06‑2.11)(m,1H) ,(2.27‑2.33)

(m,1H) ,2.66(dd,J1＝17.2Hz,J2＝10.8Hz,1H) ,(2.72‑2.78)(m,1H) ,2.83(dd,J1＝17.2Hz,

J2＝3.2Hz,1H) ,4.22(q ,J＝7.2Hz,2H) ,4.94(dt,J1＝10.8Hz,J2＝3.2Hz,1H) ,6.53(br,

1H) ,7.16(d,J＝8.4Hz,4H) ,7.25(s,1H) ,7.42(d,J＝8.8Hz,1H)；13C  NMR(100MHz,CDCl3)δ:

15.2,28.4,28.9,39.3,45.4,46.1,52.1,52.5,62.4,121.0,129.2,129.2,132.3,135.0,

142.6,171.8,177.2。

[0144] 实施例5

[0145]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的一种实

施方式，本实施例中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2‑(4 ,4‑二甲基‑3‑氧‑1 ,2,3 ,4‑四氢异喹啉‑1‑

基)乙酸环己酯(即结构式(522)所示的化合物)，该方法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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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6]

[0147]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采用结构式(222)所示的化合物替换丙烯酸乙

酯外，其他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白色固体，质量

为50mg，产率为80％，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H  NMR(400MHz,CDCl3)δ:(1.25‑

1 .48)(m ,5H) ,1 .52(s ,3H) ,1 .60(s ,3H) ,(1 .69‑1 .89)(m ,5H) ,2.64(dd ,J1＝17.2Hz,J2＝

10.8Hz,1H) ,2.87(dd ,J1＝17.2Hz,J2＝2.8Hz,1H) ,(4.81‑4.86)(m,1H) ,(4.98‑5.01)(m,

1H) ,6.63(br,1H) ,7.12(d ,J＝7.6Hz,1H) ,7.24(d ,J＝7.2Hz,1H) ,7.32(d ,J＝7.2Hz,1H) ,

7.38(d,J＝7.6Hz,1H)；13C  NMR(100MHz,CDCl3)δ:24.7,26.2,27.9,31.9,32.6,41.8,45.9,

52.6,74.8,126.5,127.2,127.5,129.1,132.1,142.1,171.5,176.6。

[0148] 实施例6

[0149] 本实施例为本发明通过氟烷基亚磺酰基制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方法的一种实

施方式，本实施例中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物2‑甲氧基乙基2‑(4,4‑二甲基‑3‑氧‑1,2,3,4‑

四氢异喹啉‑1‑基)乙酸酯(即结构式(524)所示的化合物)，该方法制备路线如下所示：

[0150]

[0151] 具体的制备方法包括以下步骤：除采用结构式(224)所示的化合物替换丙烯酸乙

酯外，其他方法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均同实施例1。所得芳香族烯基化合物为白色固体，质量

为43mg，产率为74％，用NMR和HRMS对其进行表征，结果为：1H  NMR(400MHz,CDCl3)δ:1.84(s,

3H) ,1.94(s,3H) ,3.03(dd,J1＝16.8Hz,J2＝10.8Hz,1H) ,3.27(dd,J1＝17.2Hz,J2＝2.8Hz,

1H) ,3.74(s,3H) ,3.96(t,J＝4.4Hz,2H) ,(4.59‑4.60)(m,1H) ,(4.69‑4.74)(m,1H) ,5.34

(dt,J1＝10.8Hz,J2＝2.8Hz,1H) ,7.10(br,1H) ,7.44(d ,J＝7.6Hz,1H) ,7.58(t,J＝8.8Hz,

1H) ,7.66(t,J＝7.6Hz,1H) ,7.72(d,J＝7.6Hz,1H)；13C  NMR(100MHz,CDCl3)δ:27.7,32.1,

41 .8 ,45 .7 ,52 .7 ,60 .0 ,64 .9 ,71 .1 ,126 .5 ,127 .3 ,127 .6 ,129 .2 ,132 .0 ,142 .1 ,172 .0 ,

176.6。

[0152] 实施例7

[0153] 发明人研究了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为不同结构时，与丙烯酸乙酯(即结构式

(201)所示的化合物)进行反应纯化，具体步骤以及工艺参数同实施例1中“3、芳香族烯基化

合物的制备”，所得产物与收率如图1所示。

[0154] 由图1结果可知，当芳环上带有给电子取代基如甲基、叔丁基和甲氧基(502‑506)

时，可得到较好的产率，最高达74％。而芳环上带有缺电子取代基如氯、溴(507‑508)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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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效果较差，最高仅有52％的产率。其次，我们发现该反应具有明显的偕二取代基效应，在

苄位为环状取代基时，如三元环(511)，四元环(512)时，可得到不错的产率。当羰基α位环增

大至五元环和六元环时，其产率有下降趋势(513，514)，但有意思的是当苯环上带有Br、Cl

等吸电子基时(515，516)时，反而有近70％的产率。研究苯环上的立体位阻效应时，发现苯

环的间位(503)和对位(502，504)的给电子基团对产率几乎无影响(与501产率相比较)，分

别是73％、71％、74％，但甲基在邻位时，得不到目标产物，结果显示该反应更倾向于在位阻

小的位置进行偶联反应。联苯类底物(517，518)在此反应中也表现出中等的反应产率(分别

为55％，67％)。当苯环上有双给电子取代基时，以56％的产率得到目标产物506，明显比单

富电子取代基(505)的产率高(44％)。

[0155] 实施例8

[0156] 发明人对不同取代基的丙烯酸酯底物进行普适性考察，具体为研究了结构式(2)

所示的化合物为不同结构时，与结构式(101)所示的化合物进行反应纯化，具体步骤以及工

艺参数同实施例1中“3、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制备”，所得产物与收率如图2所示。

[0157] 由图2反应结果可知，丙烯酸酯类烯烃在该反应体系中是一个很好的偶联试剂。富

电子烷氧基取代的绝大多数丙烯酸酯类底物合成得到的烯基化目标产物的产率较理想，包

括正丁基(520，产率69％)，异丁基(521，产率60％)，环己基(522，产率80％)，4‑羟基丁基

(523，产率74％)，2‑甲氧基乙基(524，产率74％)，四氢‑2‑呋喃基甲基(525，产率67％)等烷

基取代基。然而，实验过程发明人发现叔丁基取代的丙烯酸酯类底物只能得到痕量的目标

产物，可能是由于反应中对邻位产生较大的空间位阻，抑制了反应的进行。同理，可解释为

何苄基取代(取代基苯环可旋转)的丙烯酸酯类烯烃(526)能获得86％的理想产率，而芳基

取代(平面结构，取代基苯环无法自由旋转，对邻位产生较大位阻)的丙烯酸酯类烯烃(527)

只得到33％的目标产物。

[0158] 文中，亚磺酰胺底物(即结构式(1)所示的化合物)的产率以及芳香族烯基化合物

(即结构式(5)所示的化合物)的产率的计算公式如下：

[0159] 亚磺酰胺底物的产率＝亚磺酰胺底物的摩尔量/结构式(3)所示的化合物的摩尔

量×100％；

[0160] 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产率＝芳香族烯基化合物的摩尔量/亚磺酰胺底物的摩尔量

×100％。

[0161]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而非对本发明保护

范围的限制，尽管参照较佳实施例对本发明作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

解，可以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发明技术方案的实质和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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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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