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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涉及有机合成技术领域，具体而言，

涉及2‑氨基丙二酰胺及其合成方法。该合成方法

包括：将用2‑氯丙二酸酯与碳酸铵进行反应，该

反应不仅仅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简化反应过

程，有利于工业生产，还保证生产2‑氨基丙二酰

胺的收率和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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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将用2‑氯丙二酸酯与碳酸铵进

行反应。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将所述2‑氯

丙二酸酯与含水的溶剂混合，而后再与所述碳酸铵混合进行反应。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将所述2‑氯

丙二酸酯与水混合，而后与所述碳酸铵混合在50‑60℃的条件下反应6‑8小时。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2‑氯丙二酸酯

与所述水的质量比为1:3‑5。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2‑氯丙二酸酯

与所述碳酸铵的摩尔比为1:3‑5。

6.根据权利要求1‑5任一项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2‑氯

丙二酸酯为2‑氯丙二酸甲酯或2‑氯丙二酸乙酯。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反应结束后

进行后处理。

8.根据权利要求7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后处理包括：加热

分解未反应完全的碳酸铵；

优选地，反应结束后升温，升温后的温度高于反应温度，低于70℃；

优选地，反应结束后升温至65‑70℃，加热时间为2‑8小时。

9.根据权利要求8所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其特征在于，后处理包括：加热

分解未反应完全的碳酸铵后，依次进行浓缩、降温过滤和干燥。

10.一种2‑氨基丙二酰胺，其特征在于，其通过权利要求1‑9任一项所述的2‑氨基丙二

酰胺的合成方法制备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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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氨基丙二酰胺及其合成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有机合成技术领域，具体而言，涉及2‑氨基丙二酰胺及其合成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2‑氨基丙二酰胺是用于生产5‑羟基‑1H‑咪唑‑4‑甲酰胺的重要中间体，因此，其用

量大，需要大量生产，而现有技术中基本都是采用2‑氨基丙二酸二乙酯或其盐酸盐来制备

2‑氨基丙二酰胺，一般2‑氨基丙二酸二乙酯都需要由2‑氯丙二酸酯来合成，而2‑氨基丙二

酸二乙酯成本很高，导致原料不易的，且生产成本高。同时，现有技术合成2‑氨基丙二酰胺

还存在反应过程复杂，周期长、对设备要求高，例如要求设备耐腐蚀，使得2‑氨基丙二酰胺

的合成不利于工业化。例如：

[0003] 法1：在装有顶置式搅拌器的5升4颈圆底烧瓶中装入市售的氨基丙二酸二乙胺盐

酸盐(338g，1.596mol)。从冷冻机中除去在MeOH中的7N氨(2L)，并分批冷加入。所有的进气

口都盖有塑料盖。在1小时内，反应混合物变成澄清的黄色。将烧瓶排气一次，没有可观察到

的压力增加。将混合物搅拌过夜。形成沉淀，将其通过过滤分离。用MeOH(500mL)洗涤粉末。

将浅黄色粉末真空干燥过夜，得到二酰胺2(170g，1.45mol，91％产率)。

[0004] 法2：向盐酸二乙基氨基丙二酸酯的盐酸盐(25g，0.12mol)在水(20mL)中的溶液中

添加固体碳酸氢钠直至pH＞7。用乙酸乙酯萃取后，分离有机相并在减压下蒸发。将残余物

溶于甲醇氨溶液(6M，300mL)中，并将反应混合物在高压反应器中于80℃加热过夜。将得到

的混合物在减压下浓缩，残余物依次用甲醇和乙醚洗涤，得到氨基丙二酰胺(10g，73％)。

[0005] 法3：将氨基丙二酸二乙酯盐酸盐(50 .0g，0 .237mol)在甲醇氨(75 .0mL，7N，

5.25mol)中的溶液在密闭烧瓶中搅拌7天。过滤并用MeOH洗涤固体，将提供2‑氨基‑丙二酰

胺，为浅黄色产物(25g，69％)。

[0006] 法4：称重17.5g的2‑氨基丙二酸酯和22g的50％氯化铵水溶液，并在100℃下回流

加热2小时。反应完成后，将混合物过滤，并在60℃下通过热空气干燥8小时。获得白色

10.2g2‑氨基丙二酰胺，产率为87％。

[0007] 法5：将2‑氨基丙二酸二乙酯(8.16g；46.6mmol)加入2M氨的甲醇溶液中，(233ml；

466mmol)，并在氩气下于60℃加热19小时。减压除去反应溶剂，得到粗制的2‑氨基丙二酰

胺，为浅黄色粉末。通过在90℃在氩气氛下用索氏提取器用甲醇(100ml)进行固液萃取来除

去黄色杂质。将萃取套管中几乎无色的残留物从水中重结晶，得到无色的2‑氨基丙二酰胺

(2.65g；22.6mmol；产率49％)。

[0008] 上述法1至法5均采用2‑氨基丙二酸二乙酯，导致生产成本居高不下，法1‑3和5反

应过程复杂且周期较长，法4对设备要求高。

[0009] 由此可见，现有技术中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存在成本高、流程过于复杂、周期长

和对设备高等不利于工业化生产的问题，鉴于此，特提出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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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10]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提供2‑氨基丙二酰胺及其合成方法。本发明提供一种新的合成

方法，不仅仅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简化反应过程，有利于工业生产，还保证生产2‑氨基丙

二酰胺的收率和纯度。

[0011] 本发明是这样实现的：

[0012] 第一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包括：将用2‑氯丙二酸酯

与碳酸铵进行反应。

[0013]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包括：将所述2‑氯丙二酸酯与含水的溶剂混合，而后再与所

述碳酸铵混合进行反应。

[0014]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包括：将所述2‑氯丙二酸酯与水混合，而后与所述碳酸铵混

合在50‑60℃的条件下反应6‑8小时。

[0015]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2‑氯丙二酸酯与所述水的质量比为1:3‑5。

[0016]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2‑氯丙二酸酯与所述碳酸铵的摩尔比为1:3‑5。

[0017]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所述2‑氯丙二酸酯为2‑氯丙二酸甲酯或2‑氯丙二酸乙酯。

[0018]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包括：反应结束后进行后处理。

[0019]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后处理包括：加热分解未反应完全的碳酸铵；

[0020] 优选地，反应结束后升温，升温后的温度高于反应温度，低于70℃；

[0021] 优选地，反应结束后升温至65‑70℃，加热时间为2‑8小时。

[0022] 在可选的实施方式中，后处理包括：加热分解未反应完全的碳酸铵后，依次进行浓

缩、降温过滤和干燥。

[0023] 第二方面，本发明提供一种2‑氨基丙二酰胺，其通过前述实施方式任一项所述的

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制备得到。

[0024] 本发明具有以下有益效果：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新的合成方法，其利用2‑氯丙

二酸酯与碳酸铵进行反应能够高效合成2‑氨基丙二酰胺，保证合成得到的2‑氨基丙二酰胺

的收率和纯度。同时，该合成方法原料易得，成本低廉，继而降低合成成本，该方法操作简

便、对设备无特殊需要求，有利于工业化生产。

附图说明

[0025]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中所需要使用的附

图作简单地介绍，应当理解，以下附图仅示出了本发明的某些实施例，因此不应被看作是对

范围的限定，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

些附图获得其他相关的附图。

[0026] 图1为本发明实施例提供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工艺示意图；

[0027] 图2为本发明实施例1提供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高效液相分析结果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为使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技术方案和优点更加清楚，下面将对本发明实施例中

的技术方案进行清楚、完整地描述。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者，按照常规条件或制造商建

议的条件进行。所用试剂或仪器未注明生产厂商者，均为可以通过市售购买获得的常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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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0029] 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包括：

[0030] 参见图1，将用2‑氯丙二酸酯与碳酸铵进行反应，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新的合成

路径，其采用2‑氯丙二酸酯与碳酸铵作为反应原料，不仅能高效合成2‑氨基丙二酰胺，保证

2‑氨基丙二酰胺的收率和纯度。同时，该反应操作简答，对反应设备无特殊需求，有利于工

业化生产。

[0031] 具体地，将所述2‑氯丙二酸酯与含水的溶剂混合，而后再与所述碳酸铵混合进行

反应。该含水的溶剂可以是水也可以是水与其他溶剂混合形成的混合溶剂，但是在混合溶

剂中水占比更大。其他溶剂可以是甲醇、乙醇等醇类、也可以是DMF等溶剂，但是最佳的含水

溶剂为水，因为其他溶剂成本相对水更高，且其他溶剂容易残留，继而降低2‑氨基丙二酰胺

的纯度，因此，最佳还是采用水作为反应溶液形成反应体系。

[0032] 具体地，将所述2‑氯丙二酸酯与水混合，而后与所述碳酸铵混合在50‑60℃的条件

下反应6‑8小时。例如温度为50℃、51℃、52℃、53℃、54℃、55℃、56℃、57℃、58℃、59℃以及

60℃等50‑60℃之间的任意数值，反应时间可以是6小时、6.5小时、7小时、7.5小时以及8小

时等6‑8小时之间的任意数值。采用上述合成温度有利于反应的进行，保证2‑氨基丙二酰胺

的形成，有利于提升2‑氨基丙二酰胺的纯度和收率。

[0033] 进一步地，所述2‑氯丙二酸酯与所述水的质量比为1:3‑5，例如可以为1:3、1:3.1、

1:3.2、1:3.5、1:3.8、1:4、1:4.3、1:4.5、1:4.6、1:4.7、1:4.9以及1:5等1:3‑5之间的任意数

值。2‑氯丙二酸酯与所述碳酸铵的摩尔比为1:3‑5，例如可以为1:3、1:3.1、1:3.2、1:3.5、1:

3.8、1:4、1:4.3、1:4.5、1:4.6、1:4.7、1:4.9以及1:5等1:3‑5之间的任意数值。采用上述配

比能够有利于提升2‑氨基丙二酰胺的纯度和收率，此范围内收率可达到85％以上，纯度可

达99.0％以上。

[0034] 2‑氯丙二酸酯为2‑氯丙二酸甲酯或2‑氯丙二酸乙酯，采用上述两种2‑氯丙二酸酯

能够保证2‑氨基丙二酰胺的形成，若更换为其他的2‑氯丙二酸酯的可能导致2‑氨基丙二酰

胺无法形成。

[0035] 进一步地，反应结束后进行后处理，反应结束后，反应体系内残留有大量的碳酸

铵，其会影响2‑氨基丙二酰胺的纯度和生理活性，因此，需要去除碳酸铵。具体地，反应结束

后，对反应体系进行进一步加热，分解未反应完全的碳酸铵，加热升温后的温度高于反应温

度，低于70℃；加热的温度不能高于70℃，若加热的温度高于70℃，可能对导致2‑氨基丙二

酰胺发生副反应，继而降低2‑氨基丙二酰胺的纯度和收率。较优地，反应结束后升温至65‑

70℃，加热时间为2‑8小时，例如温度为65℃、66℃、67℃、68℃、69℃以及70℃等65‑70℃之

间的任意数值，时间为2小时、3小时、4小时、5小时、6小时、7小时以及8小时等2‑8小时。

[0036] 而后再依次进行浓缩、降温过滤和干燥，即可得到高纯度的2‑氨基丙二酰胺。

[0037] 本发明实施例还提供一种2‑氨基丙二酰胺，其通过上述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

法制备得到。

[0038] 以下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的特征和性能作进一步的详细描述。

[0039] 实施例1

[0040]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包括：

[0041] 取100g2‑氯丙二酸二甲酯加入到400ml水中，57.6g碳酸铵，将反应体系升温到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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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6小时，液相中控，反应结束后，继续升温到65℃反应2小时，反应结束后将反应液浓

缩到1/3体积，降温结晶过滤，干燥，得到2‑氨基丙二酰胺60.8g，纯度99.2％，收率86.6％。

对其进行高效液相分析，检测结果参见图1，根据图1可知，本实施例合成得到2‑氨基丙二酰

胺，且纯度为99.2％。

[0042] 实施例2

[0043] 本实施例提供一种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包括：

[0044] 取117g2‑氯丙二酸乙酯加入到450ml水中，57.6g碳酸铵，将反应体系升温到50℃

反应6小时，液相中控，反应结束后，继续升温到65℃反应2小时，反应结束后将反应液浓缩

到1/3体积，降温结晶过滤，干燥，得到2‑氨基丙二酰胺61.3g，纯度99.2％，收率87.2％。

[0045] 实施例3‑6

[0046] 参照实施例1提供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制备2‑氨基丙二酰胺，区别在于：

2‑氯丙二酸二甲酯：碳酸铵的摩尔比不同，其余条件和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具体地，2‑氯丙

二酸二甲酯：碳酸铵的摩尔比参见表1。

[0047] 表1

[0048]

[0049]

[0050] 根据上表可知，碳酸铵用量保持在3mol倍以上时，收率可达到85％以上，但继续增

加到5倍以上时，收率并无明显变化，综合考虑到成本等问题，2‑氯丙二酸二甲酯：碳酸铵的

摩尔比1：3‑5比较合适。

[0051] 实施例7和8

[0052] 参照实施例1提供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制备2‑氨基丙二酰胺，区别在于：

2‑氯丙二酸二甲酯和碳酸铵的反应温度不同，其余条件和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具体地，2‑

氯丙二酸二甲酯和碳酸铵的反应温度参见表2。

[0053] 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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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0055] 实施例9‑10

[0056] 参照实施例1提供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制备2‑氨基丙二酰胺，区别在于：

反应结束后，升温的温度不同，其余条件和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具体地，反应结束后，升温

的温度参见表3。

[0057] 表3

[0058]

[0059] 对比例7：参照实施例1提供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合成方法制备2‑氨基丙二酰胺，

区别在于：采用2‑氯丙二酸二丙酯，其余条件和步骤与实施例1相同，得到的2‑氨基丙二酰

胺的纯度为72.7％，收率为47％。

[0060] 综上所述，本发明实施例提供一种新的合成方法，其利用2‑氯丙二酸酯与碳酸铵

进行反应能够高效合成2‑氨基丙二酰胺，保证合成得到的2‑氨基丙二酰胺的收率和纯度。

同时，该合成方法原料易得，成本低廉，继而降低合成成本，该方法操作简便、对设备无特殊

需要求，有利于工业化生产。

[0061] 以上所述仅为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而已，并不用于限制本发明，对于本领域的技

术人员来说，本发明可以有各种更改和变化。凡在本发明的精神和原则之内，所作的任何修

改、等同替换、改进等，均应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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