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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属于化学合成领域，公开了一种制备

地瑞那韦中间体(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

b]呋喃-3-醇的方法。以(R)-3-羟基-4-羟基丁醛

衍生物(I)为原料，在催化剂作用下立体选择性

地与乙二醇衍生物反应得到中间体(II)，所得中

间体(II )脱除保护基后在酸性条件下环化得

(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该

制备方法原料廉价易得，反应立体选择性高，操

作简单，路线短，成本低，适合地瑞那韦的工业化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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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如

下合成路线中的步骤b或步骤a～步骤b：

其中，R1、R2为甲基、环已基或环戊基，R3为苄基、四氢吡喃基(THP)或甲氧甲基(MOM)；

所述的步骤(a)是以(R)-3-羟基-4-羟基丁醛衍生物(I)为原料，在碱和催化剂作用下

立体选择性地与烷基化试剂乙二醇衍生物反应得到中间体(II)，所述的步骤(b)为所述中

间体(II)脱除保护基后在酸性条件下环化得(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

所述的步骤(a)的催化剂选自四氢吡咯、1-氨基-2-甲氧甲基四氢吡咯(AMP)、L-2-(二苯基-

三苯硅氧甲基)四氢吡咯、L-脯氨醇或L-二苯基脯氨醇。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催化剂与所述式Ⅰ所示化合物的摩尔比

为0.1:1～2:1。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的烷基化试剂乙二醇衍生物为

卤代乙二醇衍生物或单OMs、OTs、OTf取代的乙二醇衍生物，所述卤代乙二醇衍生物为氟代

乙二醇衍生物、溴代乙二醇衍生物或碘代乙二醇衍生物；所述的烷基化试剂用量为所述式Ⅰ

所示化合物的摩尔比的1.0-2.0倍。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a)的溶剂选自二氯甲烷、氯仿、甲

苯、N，N-二甲基甲酰胺(DMF)、二甲基亚砜(DMSO)或N，N-二甲基乙酰胺(DMA)；所述步骤(a)

的碱选自三乙胺、二异丙基乙基胺(DIPEA)、三亚乙基二胺(DABCO)、1,8-二氮杂二环十一

碳-7-烯(DBU)、1,5-二氮杂双环[4.3.0]-5-壬烯(DBN)、吡啶、甲基哌啶、碳酸氢钠或碳酸

钠。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在所述步骤(a)中，向烷基化试剂乙二醇衍生

物中加入催化剂和(R)-3-羟基-4-羟基丁醛衍生物(I)时的温度为-20～0℃，反应时的反应

温度为25～80℃。

6.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所用的酸选自盐酸、硫酸、甲磺

酸或对甲苯磺酸。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的溶剂为醇类或醚类；所述的醇

类选自甲醇、乙醇、异丙醇或乙二醇，所述的醚类选自四氢呋喃、2-甲基四氢呋喃、甲基叔丁

基醚或二氧六环。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的反应温度为20～100℃。

9.如权利要求8所述的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步骤(b)的反应温度为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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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化学合成领域，特别涉及一种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

呋喃-3-醇的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地瑞那韦(结构式如式Ⅳ)又名达卢那韦，是一种新的用于艾滋病治疗的非肽类抗

逆转病毒蛋白酶抑制剂。地瑞那韦由强生制药的泰博特克(Tibotec)制药公司首次研发成

功，是目前6种蛋白酶抑制剂(沙奎那韦，利托那韦，茚地那韦，萘非那韦，安瑞那韦)中生物

利用度最高的，它通过阻断从受感染的宿主细胞表面释放新的、成熟的病毒粒子的形成过

程，抑制病毒的蛋白酶而起作用。

[0003]

[0004] (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III)(结构式如式Ⅲ所示)是合成地

瑞那韦的关键中间体之一，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分子结构中有三个手性中心，

理论上存在八种可能的立体异构体，由于双环刚性结构的影响，只有四种顺式并环的立体

异构体是热力学稳定的。现有技术已经公开了多种制备化合物(III)的方法，这些方法概括

起来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方法是都经过一个内酯中间体然后经过还原开环和再环合制

备(如WO03022853，US20040162340，US6867321，WO2005095410，JOC  2004，69，7822-29，OL，

2005，26，5917-20,CN201210552770,CN201210588083)，该类方法基本都采用较长的反应步

骤，部分方法中需要用到危险品硝基甲烷，最为关键的是这些方法的立体选择性均较差，大

部分都需要通过拆分获得单一的目标异构体，而其副产物(即目标产品的对映体)难以通过

简便方法再转化为目标产品，从而导致生产成本高；第二类方法是在二氢呋喃环3-位引入

邻二醇的结构片段，再环化制备目标产物(如WO2004033462，WO2012070057，WO2013114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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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2008055970,WO2004002975,TL,1986,32,3715-18)，这类方法同样存在合成路线长、反应

条件苛刻、工业上不易实现以及目标产品(III)的立体选择性差等问题。因此，本发明提供

了一种操作简单，路线短，成本低的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方

法。

发明内容

[0005] 为了解决现有技术中的合成线路长、操作复杂及成本高的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

种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方法。

[0006]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采用以下技术方案：

[0007] 一种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方法，包括如下合成路线

中的步骤b或步骤a～步骤b：

[0008]

[0009] 其中的R1、R2为甲基、环已基或环戊基，R3为苄基、THP或MOM。

[0010] 所述的步骤(a)是以(R)-3-羟基-4-羟基丁醛衍生物(I)为原料，在催化剂作用下

立体选择性地与烷基化试剂乙二醇衍生物反应得到中间体(II)，所述的步骤(b)为所述中

间体(II)脱除保护基后在酸性条件下环化得(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

[0011] 本发明提供的制备方法中，其步骤(a)所用催化剂选自AMP、四氢吡咯、哌啶、脯氨

酸或脯氨酸衍生物、脯氨醇或脯氨醇衍生物；催化剂与(R)-3-羟基-4-羟基丁醛衍生物(I)

的摩尔比为0.1:1～2:1。

[0012] 本发明提供的制备方法中，步骤(a)所用的烷基化试剂为乙二醇衍生物，烷基化试

剂用量为(R)-3-羟基-4-羟基丁醛衍生物(I)的1.0-2.0倍；优选地，卤代(氯、溴、碘)乙醇衍

生物或单OMs、OTs、OTf取代的乙二醇衍生物。

[0013] 本发明提供的制备方法中，步骤(a)所用的溶剂选自二氯甲烷、氯仿、甲苯、DMF、

DMSO或DMA；步骤(a)所用的碱选自三乙胺、DIPEA、DABCO、DBU、DBN、吡啶、甲基哌啶、碳酸氢

钠或碳酸钠。

[0014] 本发明提供的制备方法中，在所述步骤(a)中，向烷基化试剂乙二醇衍生物中加入

催化剂和(R)-3-羟基-4-羟基丁醛衍生物(I)时的温度为-20～0℃，反应时的反应温度为25

～80℃。

[0015] 优选地，步骤(b)所用的酸选自盐酸、硫酸、甲磺酸或对甲苯磺酸。

[0016] 优选地，步骤(b)所用的溶剂为醇类或醚类；所述醇类选自甲醇、乙醇、异丙醇或乙

二醇，所述醚类选自四氢呋喃、2-甲基四氢呋喃、甲基叔丁基醚或二氧六环。

[0017] 优选地，步骤(b)的反应温度为20～100℃。

[0018] 更为优选地，步骤(b)的反应温度为50～80℃。

[0019] 本发明还提供了如上述方法制备得到的(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

3-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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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0] 需要说明的是，步骤(b)是由化合物(II)在脱除保护基后酸性条件下环化或脱除

保护基和环化在“一锅内”进行。

[0021] 进一步的，当R3为苄基及其衍生的保护基时，步骤(b)包括两步反应，即氢化脱R3保

护基反应和环合反应；其中，氢化反应所采用的催化剂为Raney  Ni或Pd/C，氢气压力为1-

5atm，溶剂为甲醇、乙醇、四氢呋喃、乙酸乙酯等常用氢化溶剂；环合反应所采用的酸为盐

酸、硫酸、甲磺酸、对甲苯磺酸、磷酸和硝酸，环合反应温度为20-100℃，更优选地是50-80

℃。

[0022] 而当R3为THP、MOM等酸性条件下脱除的保护基时，步骤(b)中脱保护基和环合在

“一锅内”完成，该步骤中所用的溶剂为醚类(如四氢呋喃、二氧六环)、醇类(如甲醇、乙醇)

等亲水性溶剂；采用的酸为盐酸、硫酸、甲磺酸、对甲苯磺酸、磷酸和硝酸等，反应温度为20-

100℃，更优选地是50-80℃。

[0023] 本发明所用的化合物(I)的制备方法可由两种方法得到，具体工艺路线如下：

[0024] 工艺路线一：

[0025]

[0026] 工艺路线二：

[0027]

[0028]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方法，该方

法与现有技术相比，存在以下优点：(一)原料廉价易得，反应立体选择性高，副产物少，从而

导致生产成本低，(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收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二)该制备方法操作简单，反应路线短，适合地瑞那韦的工业化生产。

具体实施方式

[0029]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制备(3R,3aS,6aR)六氢呋喃并[2,3-b]呋喃-3-醇的方法，本领

域技术人员可以借鉴本文内容，适当改进工艺参数实现。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类似的替

换和改动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来说是显而易见的，它们都被视为包括在本发明当中。本发明

的方法及应用已经通过较佳实施例进行了描述，相关人员明显能在不脱离本发明内容、精

神和范围内对本文所述的方法和应用进行改动或适当变更与组合，来实现和应用本发明技

术。

[0030] 为了使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更好的理解本发明，下面结合具体实施方式对本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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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进一步的详细说明。

[0031] 实施例1

[0032] 步骤(a)：将2-苄氧基1-碘乙烷(31.4g，0.12mol)和DABCO(16.1g，0.13mol)溶于

300mL二氯甲烷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2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入(R)-2,2-二甲

基-1,3-二氧戊环-4-乙醛(14.4g ,0.1mol)和四氢吡咯(7.1g，0.1mol)。将所得反应液升温

至25℃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24小时后，加入100毫升水和100毫升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

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II，分

离后得纯品19.5g，收率为70％。

[0033] 步骤(b)：将化合物(II)(30g，0.11mol)、3.0克10％Pd/C和200mL甲醇置于圆底烧

瓶中，所得反应液在1atm氢气压力下氢化反应1小时。过滤，滤液中加入3N的盐酸100毫升，

所得混合物加热至60℃反应3小时后，冷却至室温，加入三乙胺中和反应液至碱性。浓缩反

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乙酸乙酯相浓缩

至干后柱层析分离得12.9g化合物III。收率为90％。

[0034] 实施例2

[0035] 步骤(a)：将2-苄氧基1-碘乙烷(52.3g，0.20mol)和三乙胺(13.1g，0.13mol)溶于

300mL二氯甲烷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2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入(R)-2,2-二甲

基-1,3-二氧戊环-4-乙醛(14.4g ,0.1mol)和四氢吡咯(1.42g，0.02mol)，将所得反应液升

温至25℃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24小时后，加入100mL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

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II，分离

后得纯品17.5g，收率：63％。

[0036] 步骤(b)：将化合物(II)(35g，0.13mol)、3.5g10％Pd/C和250mL四氢呋喃置于圆底

烧瓶中，所得反应液在1atm氢气压力下氢化反应1小时。过滤，滤液中加入100mL水和30mL甲

磺酸，所得混合物加热至50℃反应5小时后，冷却至室温，加入三乙胺中和反应液至碱性。浓

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乙酸乙酯相

浓缩至干后经分离得14.7g化合物III。收率：87％。

[0037] 实施例3

[0038] 步骤(a)：将2-(2-碘乙氧基)四氢-2H-吡喃(51 .2g ,0 .20mol)和三乙胺(21 .2g，

0.21mol)溶于300mL氯仿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入(14.4g,

0.1mol)(R)-2,2-二甲基-1,3-二氧戊环-4-乙醛和L-脯氨醇衍生物L-2-(二苯基-三苯硅氧

甲基)四氢吡咯(25.5g，0.05mol)，所得反应液升至40℃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10小时后，

加入100mL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

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化合物II粗品。

[0039] 步骤(b)：向该粗品中加入四氢呋喃200mL、3N的盐酸100mL，所得反应液加热至65

℃反应6小时。加入三乙胺直至反应液体呈碱性，浓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

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后浓缩，得化合物III粗品，粗品经柱层析分离后得

9.1g化合物III纯品，收率为70％。

[0040] 实施例4

[0041] 步骤(a)：将2-苄氧基1-碘乙烷(31.4g，0.12mol)和三乙胺(13.1g，0.13mol)溶于

300mL二氯甲烷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1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入(R)-2,2-二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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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1,3-二氧戊环-4-乙醛(14.4g,0.1mol)和L-脯氨醇(10.1g，0.1mol)，所得反应液升至80

℃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15小时后，加入100mL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

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II，分离后得纯

品22.8g，收率：82％。

[0042] 步骤(b)：将化合物(II)(30g，0.11mol)、3.0g10％Pd/C和200mL异丙醇置于圆底烧

瓶中，所得反应液在1atm氢气压力下氢化反应1小时。过滤，滤液中加入3N的对甲苯磺酸

100mL，所得混合物加热至20℃反应3小时后，冷却至室温，加入三乙胺中和反应液至碱性。

浓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乙酸乙酯

相浓缩至干后经分离得12.9g化合物III。收率：90％。

[0043] 实施例5

[0044] 步骤(a)：将2-苄氧基1-氯乙烷(20.4g，0.12mol)和1,8-二氮杂二环十一碳-7-烯

(简称DBU)(16.1g，0.13mol)溶于300mL甲苯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20℃；向该混合

液中依次加入(R)-2,2-二甲基-1,3-二氧戊环-4-乙醛(14.4g ,0.1mol)和L-二苯基脯氨醇

(38.0g，0.15mol)，所得反应液升至40℃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20小时后，加入100毫升水

和100毫升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

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II，分离后得纯品14.2g，收率：51％。

[0045] 步骤(b)：将化合物(II)(30g，0.11mol)、3.0g10％Pd/C和200mL异丙醇置于圆底烧

瓶中，所得反应液在1atm氢气压力下氢化反应1小时。过滤，滤液中加入3N的硫酸100毫升，

所得混合物加热至80℃反应3小时后，冷却至室温，加入三乙胺中和反应液至碱性。浓缩反

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乙酸乙酯相浓缩

至干后经分离得12.9g化合物III。收率为90％。

[0046] 实施例6

[0047] 步骤(a)：将2-(2-碘乙氧基)四氢-2H-吡喃(30.7g，0.12mol)和三乙胺(13 .1g，

0.13mol)溶于300mL  DMF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入(14.4g,

0.1mol)(R)-2,2-二甲基-1,3-二氧戊环-4-乙醛和L-脯氨醇衍生物(L-2-(二苯基-三苯硅

氧甲基)四氢吡咯)(102g，0.2mol)，所得反应液升至25℃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17小时

后，，加入100mL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

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化合物II粗品。

[0048] 步骤(b)：向该粗品中加入四氢呋喃200mL、3N的盐酸100mL，所得反应液加热至60

℃反应6小时。加入三乙胺直至反应液体呈碱性，浓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

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后浓缩，得化合物III粗品，粗品经柱层析分离后得

9.1g化合物III纯品，收率为72％。

[0049] 实施例7

[0050] 步骤(a)：将2-苄氧基1-溴乙烷(25.7g，0.12mol)和1,5-二氮杂双环[4.3.0]-5-壬

烯(DBN)(16.1g，0.13mol)溶于300毫升二氯甲烷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10℃；向该

混合液中依次加入(R)-2,2-二甲基-1,3-二氧戊环-4-乙醛(14.4g,0.1mol)和1-氨基-2-甲

氧甲基四氢吡咯(AMP)(2.6g，0.02mol)。将所得反应液升温至25℃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

24小时后，加入100mL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

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后分离得中间体纯品13.9g，收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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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1] 步骤(b)：将中间体化合物(II)(35g，0.13mol)、3.5g10％Pd/C和250mL2-甲基四氢

呋喃置于圆底烧瓶中，所得反应液在1atm氢气压力下氢化反应1小时。过滤，滤液中加入

100mL水和30mL甲磺酸，所得混合物加热至100℃反应5小时后，冷却至室温，加入三乙胺中

和反应液至碱性。浓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

乙酯相，乙酸乙酯相浓缩至干后经分离得14.7g化合物III。收率：87％。

[0052] 实施例8

[0053] 步骤(a)：将MOM保护的碘乙醇(25 .9g，0 .12mol)和二异丙基乙基胺(DIPEA)

(16.8g，0.13mol)溶于300mL  DMSO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

入(14.4g,0.1mol)(R)-2,2-二甲基-1,3-二氧戊环-4-乙醛和L-2-(二苯基-三苯硅氧甲基)

四氢吡咯(10.2g ,0.02mol)。所得反应液升至25℃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17小时后，加入

100毫升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水

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化合物II粗品。

[0054] 步骤(b)：向该粗品中加入二氧六环200mL、3N的盐酸100mL，所得反应液加热至50

℃反应6小时。加入三乙胺直至反应液体呈碱性，浓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

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后浓缩，得化合物III粗品，粗品经柱层析分离后得

9.8g化合物III纯品，收率为75％。

[0055] 实施例9

[0056] 步骤(a)：将THP保护的乙二醇甲磺酸酯(26 .9g，0 .12mol)和三乙胺(13 .1g，

0.13mol)溶于300mL  N,N-二甲基乙酰胺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0℃；向该混合液中依

次加入(14.4g,0.1mol)(R)-2,2-二甲基-1,3-二氧戊环-4-乙醛和L-脯氨醇衍生物L-2-(二

苯基-三苯硅氧甲基)四氢吡咯(10.2g ,0.02mol)。所得反应液升至25℃并在该温度下搅拌

反应17小时后，，加入100mL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

食盐水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化合物II粗品。

[0057] 步骤(b)：向该粗品中加入乙醇200mL、3N的盐酸100mL，所得反应液加热至50℃反

应6小时。加入三乙胺直至反应液体呈碱性，浓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滤饼

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后浓缩，得化合物III粗品，粗品经柱层析分离后得7.9g

化合物III纯品，收率为61％。

[0058] 实施例10

[0059] 步骤(a)：将2-苄氧基1-碘乙烷(31.4g，0.12mol)和甲基哌啶(13.9g，0.14mol)溶

于300mL二甲基亚砜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入(R)-2-(1，4-

二氧杂螺[4，5]癸烷乙醛(18.4g,0.1mol)和L-脯氨醇(2.02g，0.02mol)。所得反应液升至50

℃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15小时后，加入100mL水和100mL1N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

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液减压浓缩得II，分离后得纯

品23.9g，收率：75％。

[0060] 步骤(b)：将化合物(II)(32g，0.1mol)、3.0g10％Pd/C和200mL甲醇置于圆底烧瓶

中，所得反应液在1atm氢气压力下氢化反应1小时。过滤，滤液中加入3N的盐酸100mL，所得

混合物加热至50℃反应3小时后，冷却至室温，加入三乙胺中和反应液至碱性。浓缩反应液

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乙酸乙酯相浓缩至干

后经分离得11.8g化合物III。收率：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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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61] 实施例11

[0062] 步骤(a)：将MOM保护的碘乙醇(25.9g，0.12mol)和(13.8g，0.13mol)的碳酸钠溶于

300mL二氯甲烷中，室温搅拌30分钟后冷却至0℃；向该混合液中依次加入(R)-2-(1，4-二氧

杂螺[4，5]壬烷乙醛(17 .0g ,0 .1mol)和L-2-(二苯基-三苯硅氧甲基)四氢吡咯(10 .2g ,

0.02mol)。所得反应液升至25℃并在该温度下搅拌反应17小时后，加入100mL水和100mL1N

的盐酸，搅拌30分钟后分出有机相，有机相经饱和食盐水洗涤后无水硫酸镁干燥，过滤，滤

液减压浓缩得化合物II粗品。

[0063] 步骤(b)：向上述粗品中加入四氢呋喃200mL、3N的盐酸100mL，所得反应液加热至

50℃反应6小时。加入三乙胺直至反应液体呈碱性，浓缩反应液体至干，加入乙酸乙酯，过

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洗涤，合并乙酸乙酯相后浓缩，得化合物III粗品，粗品经柱层析分离后

得10.0g化合物III纯品，收率为77％。

[0064]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员来说，在不脱离本发明原理的前提下，还可以做出若干改进和润饰，这些改进和润饰也应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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