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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明專利說明書
（本說明書格式、順序及粗體字，請勿任意更動，※記號部分請勿填寫）

3Q % (2006】；；

A6I匕 3%<J2OO6・O1# 
丹6/R引角 <2006e0U 

舟6心％7严°°“°3

探申請案號:％/妙产汐 

※申請日期：彩/2,/厶

q發明名稱：（中文/英文）

化合物

CHEMICAL COMPOUNDS

二、申請人：（共1人）

姓名或名稱：（中文/英文）

瑞典商阿斯特捷利康公司

ASTRAZENECA AB

代表人：（中文/英文）

凱文比爾

BILL, KEVIN

住居所或營業所地址：（中文/英文）

瑞典賽得特來SE-15185
SE-151 85 SODERTALJE, SWEDEN 

國籍：（中文/英文）

瑞典 SWE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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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明人：（共5人）

姓名：（中文/英文）

1.珍奈爾 卡蒙塔-派沃爾

COMITA-PREVOIR, JANELLE

2・馬克喀羅尼

CRONIN, MARK

3. 保林吉恩

GENG, BOLIN

4. 佛克特瑞克

• RECK, FOLKERT

5. 安德魯艾登古德非

GODFREY ANDREW AYDON 

國籍：（中文/英文）

1. 美國 U.S.A・

2. 美國 U.S.A・

3. 美國 U.S.A・

4. 德國 GERMANY

5. 英國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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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聲明事項：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之事實，其 

事實發生日期為：年 月曰。

0申請前已向下列國家（地區）申請專利：

【格式請依：受理國家（地區）、申請日、申請案號 順序註記】

Η有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美國；2006 年 12 月 15 日；60/870J81

2. 美國；2007 年 08 月 30 日；60/969,163

□無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國際優先權：

1.

2.

□主張專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國內優先權：

【格式請依：申請日、申請案號順序註記】

□主張專利法第三十條生物材料 ：

□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國內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國外生物材料【格式請依：寄存國家、機構、日期、號碼 順序註記】

□不須寄存生物材料者：

所屬技術領域中具有通常知識者易於獲得時，不須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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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發明說明：
【發明所屬之技術領域】

本發明係關於新穎六氫毗唳類，其醫藥組合物，及使用 

方法。此外5本發明係關於治療細菌感染之療法。

【先前技術】

國際保健團體持續表達嚴重關切，抗細菌劑抗藥性之發 

展會造成目前可取用之抗細菌劑將無法有效抵抗之菌種。 

例如革蘭陽性病原之抗藥性菌種，譬如二甲氧基苯青黴素

• 抗藥性金黃邑葡萄球菌(MRSA)、二甲氧基苯青黴素抗藥性 

凝聚酶陰性葡萄球菌屬(MRCNS) ♦青黴素抗藥性術炎鏈球菌 

及多重抗藥性屎腸球菌，均為難以治療且難以根除。因此， 

為克服廣範圍多抗藥性生物體之威脅，有現行需要以發展 

新穎抗生素，特別是具有無論是新穎作用機制及/或含有新 

穎藥效基團者。

【發明內容】

根據本發明5申請人謹此已發現一些化合物，其具有充

• 作抗微生物劑之能力。因此，本發明係關於展現抗細菌活 

性之化合物，其製備方法，含有彼等作為活性成份之醫藥 

組合物，其作為藥劑之用途，及其在藥劑製造上之用途， 

該藥劑係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用於治療細菌感染。

因此，本發明係提供式(I)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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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式（I）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 

對掌異構物之順式（土）混合物，且其中

A係選自CH與N ；

• D係選自OR7與N ；

其中A與D之至少一個為碳；

E係選自O、NH及S，

其中：

i） 若便與R9 —起形成=O，則E為NH ；且

ii） 若便與R9各為Η，則Ε為Ο或S ；

G係選自Ο與S ；

J係選自C-R4與Ν ；

• R1係選自Η、鹵基、氯基、C1_6烷基、C2-6烯基與C2-6烘基、

OR"及・N（R】a）2，其中該Cl・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 基係視 

情況被一或多個R1°取代；

R"，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1・6烷基，其中該C1・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2°取代；

R2係選自Η、鹵基、氯基、C1・6烷基、C2・6烯基、C2・6烘基、

-OR2a及・N（R2a）2，其中該C-6烷基、《2・6烯基及C?・6烘基係視

情況被一或多個R?。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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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a 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H與Cl・6烷基5其中該C1・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取代；

R3係選自Η、鹵基、氯基、C1・6烷基、C2・6烯基與C2・6烘基、 

-OR3a及・N(R3*)2，其中該C1・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係視 

情況被一或多個"°取代；

R3a 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1・6烷基，其中該C1・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3°取代；

R4係選自Η、鹵基、・CO2H、氯基、C1・6烷基、C2・6烯基及

C2・6烘基，其中該Ο,烷基、C2・6烯基及C2"烘基係視情況 

被一或多個卅°取代；

便係選自氟基、C-6烷基、C2・6烯基・C2f烘基、-OR6a，其 

中該Ci,烷基、C2・6烯基及C2f烘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便° 

取代；

R6a 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1・6烷基，其中該C-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6°取代；

R7係選自Η、鹵基、氯基・C1・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5 

其中該C-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 

KJ。取代；

便與R9各為氫，或便與R9—起形成=0 ；且

R1% R20, R30, R40, R6 °及R"，於各存在處，各獨立選自鹵 

基、罐基·氯基、-CO2H、Ci・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 

發明詳述

在本專利說明書中，字首cx.y，當使用於術語譬如cx.y 

烷基等(其中X與y為整數)中時，係指示存在於該基團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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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原子數字範圍；例如，C1・4烷基包括C1烷基（甲基）、C2 

烷基（乙基）、C3烷基（丙基與異丙基）及C4烷基（丁基、甲 

基丙基、2-甲基丙基及第三-丁基）。

於本文中使用之"烷基''一詞係指直鏈與分枝鏈飽和煙基 

兩者，具有所指定之碳原子數。對個別烷基譬如”丙基“之 

指稱，係僅專指直鏈變型，而對個別分枝鏈烷基譬如称異丙 

基"之指稱，係僅專指分枝鏈變型。

”烯基"一詞係指直鏈與分枝鏈煙基兩者，具有所指定之 

碳原子數，且含有至少一個碳-碳雙鍵。例如，nC2.8烯基11 

包括但不限於一些基團，譬如C2・6烯基、C2・4烯基·乙烯基、 

2・丙烯基、2・甲基2丙烯基、3・丁烯基、4・戊烯基・5-己烯基、 

2・庚烯基及2・甲基亠庚烯基。

”烘基n 一詞係指直鏈與分枝鏈婕基兩者5具有所指定之 

碳原子數，且含有至少一個碳·碳參鍵。例如，”C2・8烘基” 

包括但不限於一些基團，譬如C2f烘基' C2.4烘基、乙烘基、 

2-丙烘基· 2・甲基2丙烘基・3・丁烘基、4・戊烘基、5-己块基、 

2-庚烘基及4-甲基5庚烘基。

'‘鹵基”一詞係指氟基、氯基及澳基。於一方面，"鹵基" 

可指氟基。

在選用取代基係選自"一或多種"基團之情況下，應明瞭 

的是，此定義係包括所有取代基均選自所指定基團之一， 

或取代基係選自所指定基團中之兩種或多種。

"碳環基"一詞係指飽和、部份飽和或不飽和，單或雙環 

狀碳環，其含有3-12個環原子‘其中一或多個・CH2・基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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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情況被相應數目之-c(o)-基團置換。於一方面，"碳環基“ 

一詞可指含有3或6個環原子之單環狀環或含有9或10個原 

子之雙環狀環。於另一方面「'碳環基"一詞可指含有5或6 

個原子之單環狀環。”碳環基”之說明例包括但不限於金剛 

烷基、環丙基、環丁基、環戊基、環戊烯基♦環己基、環 

己烯基、1・酮基環戊基・苯基、茶基、四氫荼基、氫茹基 

或1・酮基氫苗基。'‘碳環基竹之特定實例為苯基。

”雜環基"一詞係指飽和、部份飽和或不飽和，單或雙環 

狀環，含有4-12個環原子，其中至少一個環原子係選自氮、 

硫及氧，且除非另有指明，否則其可經碳或氮連接，其中 

-ch2-基團可視情 況被-C(O)-置換。環硫原子 可視情 況被氧 

化以形成S・氧化物。環氮原子可視情況被氧化以形成N・氧化 

物。”雜環基”一詞之說明例，包括但不限於1，3・苯并二氧伍 

圜烯基、3$二酮基六氫毗口定基、咪哇基、眄〕口朵基、異口奎口林 

酮、異嚏口坐基、異口号口坐基、嗎福 < 基、2・酮基四氫毗咯基、 

2・酮基-1，3-口塞口坐唳基、六氫毗口井基、六氫毗唳基、哌喃基、 

毗口坐基、毗唳基、卩比咯基、四氫毗咯基、二氫毗咯基、口密 

唳基、毗口井基、毗口坐基、嗒口井基、4-毗唳酮、口奎口林基、四 

氫哌喃基 ' 廛哇基、嚏二哇基、口塞口坐唳基、廛吩基 ' 硫代 

嗎福口林基♦硫苯基、毗唳氧化物及產唏氧化物。於本 

發明之一方面，”雜環基”一詞可指稱飽和、部份飽和或不 

飽和，單環狀環，含有5或6個原子，其中至少一個原子係 

選自氮、硫或氧，且除非另有指明，否則可經碳或氮連結， 

而環氮原子可視情況被氧化以形成N・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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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χ士）”係意欲表示外消旋混合物；意即所指示化合物 

之等量（+）與㈢對掌異構物之光學上不活性混合物。

當化合物或混合物被稱為”順式（士尸或''反式仕厂時，應明 

瞭的是，於其中所指示之順式或反式關係，係關於碳好上 

基團與碳nbH上-NH-基團間之關係。

在特定R基團係於式（I）化合物中存在超過一次之情況 

下，所意欲的是，對該R基凰之各選擇在每一存在處係為 

獨立。

除非特別地敘述，否則一個基團之結合原子可為該基團 

之任何適當原子；例如，丙基包括丙基與丙基。

”實質上不含"一詞係意欲表示所指定之實體係以低於 

10%，更特別是低於5%，特別是低於2%，更特別是低於1%， 

特別是低於0.5%，特別是低於0.2%之量存在。

於本文中使用之”視情況經取代” 一詞係表示取代為選 

用，因此對於所指定之基團可為無論是經取代或未經取代。 

在需要取代之情況中，於所指定基團上之任何數目之氫可 

被選自所指示之取代基置換，其條件是不得超過特定取代 

基上之原子之正常價鍵，且此取代會造成顯示抗細菌作用 

之安定化合物。

於本文中使用之”藥學上可接受”一詞，係指此等化合 

物、物質、組合物及/或劑型係在安全可靠醫學判斷之範圍 

內，適用於與人類及動物之組織接觸5而無過度毒性、刺 

激性·過敏性回應或其他問題或併發症，伴隨著合理利益/ 

風險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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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文中使用之”有效量''措辭係意謂化合物或組合物之 

量，其足以顯著且正面地改變欲被治療之病徵及/或症狀 

（例如提供正臨床回應）。供使用於醫藥組合物之活性成份 

之有效量將會隨著被治療之特定症狀、症狀之嚴重性、治 

療之延續時間、同時療法之性質、被採用之特定活性成份、 

所使用之特定藥學上可接受之賦形劑/載劑及在負責醫師 

之知識與專門技術內之類似因素而改變。

本發明之化合物與取代基定義已藉助於稱為ACD/Labs®之 

ACD/Name進行命名。

式（I）化合物可形成安定藥學上可接受之酸或鹼鹽，而在 

此種情況中，化合物以鹽之投藥可為適當的，且藥學上可 

接受之鹽可藉此項技藝中所習知之習用方法製成。

本發明化合物之適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係為例如足夠鹼 

性之本發明化合物之酸加成鹽，例如與例如無機或有機酸 

之酸加成鹽，該酸類例如鹽酸、氫澳酸、硫酸、磷酸、三 

氟醋酸、檸檬酸或順丁烯二酸。此外，足夠酸性之本發明 

化合物之適當藥學上可接受鹽，係為鹼金屬鹽，例如鈿或 

鉀鹽，鹼土金屬鹽，例如鈣或鎂鹽，銭鹽，或與提供生理 

學上可接受陽離子之有機鹼之鹽，例如與甲胺、二甲胺、 

三甲胺、六氫毗唳・嗎福啡或參-（2-^乙基）胺之鹽。

式（I）化合物在中心六氫毗口定環上具有兩個對掌性碳，碳 

忖與碳恂”。此外，式（I）化合物可具有其他對掌中心及/或 

幾何異構中心（E・與Z・異構物）。應明瞭的是，本發明係涵蓋 

所有此種光學非對映異構物與幾何異構物，其具抗細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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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本發明係進一步關於具有抗細菌活性之式⑴化合物之 

任何及所有互變異構形式。

亦應明瞭的是，某些式（I）化合物可以已溶劑化合以及未 

溶劑化合形式存在，例如水合形式。應明 瞭的是，本發明 

係涵 蓋具有抗細菌活性之所有此種溶劑化合形式。

本發明之其他具體實施例如下。此等其他具體實施例係 

關於式（I）化合物及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此特定取代基與 

立體化學關係可在適當情況下，與前文或後文所界定之任 

何定義、請求項或具體實施例一起使用。

碳f,aH與碳nbH

於一方面，在碳忖上之R6基團與在碳叫‘上之・NH・基團可 

對彼此呈順式（+）關係，其中式（I）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 

掌異構物之順式（+）混合物；

於另一方面，在碳好上之R6基團與在碳® 上之基團 

可對彼此呈順式（-）關係，式（I）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掌 

異構物之順式（±）混合物；

於又另一方面，在碳好上之R6基團與在碳nbn上之-NH- 

基團可對彼此呈反式（+）關係。

於又再另一方面，在碳 W 上之R6基團與在碳吋上之-NH- 

基團可對彼此呈反式㈢關係。

A

於一方面，A可為N。

於另一方面可為CH °

於又另一方面，A可選自N與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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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於一方面，0可為“。

於另一方面，D可為CH。

於又另一方面，D可選自N與CH。

A與D

於一方面，A可為N；

且D可為CH。

於另一方面，A可為CH ；且

• D可為N。

E, G R8 及 R9

於一方面，E與G可各為O；且

便與R9可各為Η。

於另一方面，Ε可為NH； G可選自Ο與S；且

便與r9可一起形成=ο ；

於又另一方面，E可為NH； G可為S；且

R8與R9可一起形成=0。

於又再另一方面'E可為NH； G可為O；且

便與r9可一起形成=0 ο

J

於一方面，J可為Ν。

於另一方面，」可為（311。

於另一方面，J可選自Ν與CH °

於又另一方面，J可選自Ν與C-R4 ；且

疋可選自Η與C-6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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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又再另一方面，J可選自N與C-R4 ；且

R1可選自Η與甲基。

A, D，G，E, R8 及 R9

於一方面，a，d，g，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

形成基團，選自：

• Ri

於一方面，R1可為H。

R2

於一方面，R?可選自氯基與-OR2a ；且

R2显可為C1・6烷基。

於另一方面，R2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於又另一方面，R2可為氯基。

於又再另一方面，R2可為-QR2a ；且

▼ R2#可為C-6烷基。

R3

於一方面9疋可為H。

R6

於一方面，R6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3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另一方面可選自氟基、翹基及甲氧基。

R1, R2, R3, R6, R8, R9, A, D，E，G 及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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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方面，式(I)化合物可為式(la)化合物：

R-
R1

R3

式(la)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6，G及J均如上文 

. 定義，且其中式(la)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掌異構物之順

式(士)混合物。

於式(la)化合物之一方面，

G可選自Ο與S ；

J可選自Ν與CH ；

R1可為Η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法可為C-6烷基；

• R3可為Η ；

R6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可選自Η與C-6烷基。

於式(la)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G可選自Ο與S ；

J可選自Ν與CH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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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可為日；且

便可選自氟基、務基及甲氧基。

於式(la)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又另一方面，

G可選自Ο與S ；

J可選自Ν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法可為Ci,烷基；

R3可為Η ；

R4可選自Η與C]・6烷基；

R6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法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la)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又再另一方面，

G可選自Ο與S ；

J可選自Ν與C-R4 ；

Ri可為Η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a可為甲基；

R3可為Η ；

R4可選自Η與甲基；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a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另一方面‘式(I)化合物可為式(lb)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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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3

式(lb)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6及J均如上文定 

義，其中式(lb)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掌異構物之順式 

(土)混合物。

於式(lb)化合物之一方面，

J可選自N與CH ；

R1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

R6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lb)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J可選自N與CH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便可選自氟基、罐基及甲氧基。

於式(lb)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又另一方面，

J可選自N與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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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可為Ci,烷基；

R3可為Η ；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法可選自Η與C—6烷基。

於式(lb)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又再另一方面，

J可選自N與CH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氧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6可選自氟基、翹基及甲氧基。

於又另一方面，式(I)化合物可為(Ic)化合物：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S R3，r6，r8,r9, a，D，E，G 

及J均如上文定義，其中式(Ic)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掌 

異構物之順式(+)混合物。

於式(Ic)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d，g，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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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選自N與CR?；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显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

•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R6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Ic)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另一方面 ，

A，D, 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只2"可為甲基；

R3可為Η ；

疋可選自Η與甲基；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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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6#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又再另一方面，式（I）化合物可為式（Id）化合物：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6，r8，r9, A, D E，G

• 及J均如上文定義，且其中式（Id）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 

掌異構物之順式（±）混合物。

於式（Id）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A，D，G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法可為Ci,烷基；

R3可為Η ；

R1可選自Η與C-6烷基；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可選自Η與Ci,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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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式(Id)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另一方面 ，

A，D，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1可為Η ；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3可為甲基；

R3可為Η ；

應可選自Η與甲基；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可選自Η與甲基。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6,r8，r9, A，D，E，G 

及J均如上文定義，且其中式(le)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 

掌異構物之順式(±)混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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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式(le)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D，G，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1可為Η ；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可為Ci,烷基；

R3可為Η ；且

應可選自Η與C-6烷基。

於式(le)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A, D, Q E, 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P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又進一步方面，式(I)化合物可為式(If)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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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8，R9, A,D，E，G及

J均如上文定義，其中在碳好上之氟基與在碳 w 上之-NH- 

• 基團係對彼此呈順式關係，且其中式（if）化合物係實質上不 

含其對掌異構物之順式（±）混合物。

於式（If）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D, G 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法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If）化合物之另一方面5

A，D，G,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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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 R4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又再進一步方面，式(I)化合物可為式(Ig)化合物：

•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8，R9, A，D，E，G及

J均如上文定義，其中式(仪)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掌異 

構物之順式(+)混合物。

於式(Ig)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 D，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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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且

•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Ig)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A，D, G，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1 ；

• Ri可為Η ；

R2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疋可選自Η與甲基。

於一方面'式⑴化合物可為式(Ih)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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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8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8「R9, A，D,E，G及

J均如上文定義，其中式（Ih）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掌異 

• 構物之順式（士）混合物。

於式（Ih）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D，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显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Ih）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A, D，GE，R*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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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甲基。

• 於另一方面，本發明係提供式(II)化合物：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在碳好上之R6與在碳 V 上之

-NH-基團係對彼此呈反式關係，且其中

• A係選自CH與N ；

D係選自C-R7與N ；

其中A與D之至少一個為碳；

E係選自O、NH及S，

其中：

i) 若R8與R9 —起形成=0，則E為NH ；且

ii) 若便與R?各為Η，則E為Ο或S ；

G係選自Ο與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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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係選自C-R4與Ν ；

R1係選自Η、鹵基、氯基、Cl ·6烷基、C2・6烯基與C2・6烘基、 

OR"及-N(Rla)2，其中該C-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係視 

情況被一或多個R1°取代；

R"，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1・6烷基，其中該C1・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2°取代；

R2係選自Η、鹵基、氯基、C1・6烷基· C2・6烯基、C2・6烘基' 

-OR2a及-N(R2a)2，其中該Cl・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係視 

情況被一或多個R2°取代；

R2a，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1・6烷基'其中該C]・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2°取代；

R3係選自Η、鹵基、氯基、Cl・6烷基、C2・6烯基與C2・6烘基、 

-OR3a及祖("02，其中該Ci,烷基、C2・6烯基及(2・6烘基係視 

情況被一或多個"°取代；

R3a，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i,烷基，其中該Ο,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疋°取代；

R4係選自Η、鹵基、-CO2H、氯基、C1・6烷基、C2・6烯基及

C2f烘基5其中該Ο,烷基、C2f烯基及C2・6烘基係視情況 

被一或多個卅°取代；

便係選自氟基・C-6烷基、C2"烯基・C2・6烘基、・OR6°，其 

中該C]・6烷基、C2・6烯基及(2・6烘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 

取代；

R6a ＞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1・6烷基9其中該C1・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6°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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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7係選自Η、鹵基、氯基、Cl・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 

其中該C-6烷基' C2・6烯基及C2.6M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 

R7。取代；

便與R9各為氫，或肥與R?—起形成=O ；且

R10, r2 0, R30 R40 r6°及r7° ,於各存在處，各獨立選自鹵

基、超基、氯基、・CO2H、Ci,烷基、C2f烯基及C2・6烘基。

於式(Π)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 D，G 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a可為Ci,烷基；

• R3可為Η ；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R6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I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另一方面5

A, D, G, E, 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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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選自N與CR21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只23可為甲基；

疋可為Η ；

•疋可選自Η與甲基；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a可選自Η與甲基。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6，r8，r9, A，D, E，G 

及J均如上文定義。

於式（Ila）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A，D，G，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127286 -31 -



200831517

J可選自N與CB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法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

•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R6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Ila)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另一方面 ，

A, D, 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便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可為甲基；

疋可為Η ；

疋可選自Η與甲基；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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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可選自Η與甲基。

其中R1，R2, R\ R6, r8, r9, a, d, e, g及J均如上文定義。

於式(lib)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 D，G 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1可為Η ；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法可為Ci%烷基；

R3可為Η ；

0可選自Η與C-6烷基；

便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便3可選自Η與C-6烷基。

於式(lib)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另一方面，

A，D，G，E，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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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1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汉可為甲基；

• R3可為Η ；

疋可選自Η與甲基；

0可選自氟基與-OR6a :且

R651可選自Η與甲基。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8，r9, a，D，E, G及

J均如上文定義，且其中在碳好上之氟基與在碳W上之 

-NH-基團係對彼此呈反式關係。

於式(He)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A，D，G, E, R8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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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自：

J可選自N與CR21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可為C1・6烷基；

•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C-6烷基。

於式(He)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A，D，G E,"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又再另一方面，式(Π)化合物可為式(lid)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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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8，r9, A，D，E，G及

J均如上文定義。

• 於式(lid)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D，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可選自：

J可選自N與CP ；

Ri可為Η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 R2#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C-6烷基。

於式(lid)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A，D，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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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甲基。

• 於進一步方面，式(II)化合物可為式(He)化合物：

式(He)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R8，R9, A，D，E，G及 

• J均如上文定義。

於式(He)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

A, D, GE，R*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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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可為Η ；

Μ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显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C]・6烷基。

於式(lie)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A, D, G E,便及R9和彼等所連接之環原子一起形成基團，

選自：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1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又進一步方面‘式(II)化合物可為式(Πί)化合物：
Ο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及J均如上文定義，

且其中在碳好上之氟基與在碳Hbn上之-NH-基團係對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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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反式關係。

於式(Ilf)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J可選自N與CR4 ；

R1可為Η ；

R2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可為C1・6烷基；

R3可為日；且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Ilf)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J可選自N與CR4 ；

R1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又再進一步方面，式(II)化合物可為式(Hg)化合物：

式(Hg)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R1，R2，R3及J均如上文定義， 

且其中在碳好上之氟基與在碳® 上之-NH-基團係對彼此 

呈反式關係。

於戎(Ilg)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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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OR2a ；

R2法可為C1・6烷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C1・6烷基。

於式(Tig)化合物之另一方面，

J可選自N與CR4 ；

Ri可為Η ；

R?可選自氯基與甲氧基；

R3可為Η ；且

R4可選自Η與甲基。

於另一方面，本發明係提供式⑴化合物，如藉由實例所 

示者，其每一項係提供本發明之進一步獨立方面。

生物學活性

式(I)化合物係由於其抗細菌作用而令人感興趣。於本文 

中所揭示之本發明化合物達成抗細菌作用之能力，可藉由 

下述試驗証實。

細菌易感染性測試方法1

化合物可藉由易感染性測試，在液體媒質中，以96井格 

式，測試關於抗微生物活性。可使化合物溶於二甲亞飆中， 

並以10種加倍稀釋液，在易感染性檢測中測試。於檢測中 

使用之生物體可在適當瓊脂培養基中生長過夜，然後懸浮 

於適合生物體生長之液體媒質中。可將此懸浮液調整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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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0.5 McFarland，並在相同液體媒質中施行進一步1比10稀 

釋，以製備最後生物體懸浮液於100微升中。在讀取之前， 

可將板在適當條件下，於37°C下培養24小時。最低抑制濃 

度(MIC)係以能夠降低生長達80%或更多之最低藥物濃度測 

定。

化合物係針對革蘭陽性物種之試驗名單進行評估，包括 

金黃色葡萄球菌、肺炎鏈球菌 ' 釀膿鏈球菌反屎腸球菌° 

此外，化合物係針對革蘭陰性物種之試驗名單進行評估 ， 

包括流感嗜血菌、大腸桿菌及黏膜莫拉氏菌。本發明之化 

合物係具有對一或多種上文所指稱生物體之MIC低於或等 

於8微克/毫升。

實例2之化合物針對金黃色葡萄球菌具有MIC為0.25 (毫 

克/升)，而針對大腸桿菌之MIC為0.5 (毫克/升)。

細菌易感染性測試方法2

化合物係藉由易感染性測試，使用由CSLI所建議之微培 

養基稀釋方法，測試關於抗微生物活性。可使化合物溶於 

二甲亞礙中，並以10種加倍稀釋液，在易感染性檢測中測 

試，以致在檢測中之最後二甲亞飆濃度為2% (v/v)。於檢測 

中所使用之金黃色葡萄球菌(Sau) 516細胞，可在適當瓊脂培 

養基上生長過夜，然後懸浮於NCCLS所建議之液體易感染 

性測試媒質中。可將各懸浮液之混濁度調整至等於0.5 

McFarland標準物，並在相同液體媒質中施行進一步1比200 

稀釋，以製備最後生物體懸浮液，且將100微升此懸浮液添 

加至含有 已溶於2微升二甲亞飆中之化合物之微滴定板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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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中。在讀取之前，可將板在大氣壓與溫度之適當條件下 

培養，且歷經根據NCCLS標準方法之時間。當於下表1中使 

用時，"抑制H 一詞係指藉由所指示實例編號之化合物所抑 

制金黃色葡萄球菌516細胞生長之百分比（與未經處理之試 

樣作比較）。

當在上文活體外檢測中測試時，下文所列示實例編號之 

化合物係於所指示之濃度下測試，提供所顯示之抑制。於 

大部份情況中，在其下測試化合物之最高濃度為8微克/毫 

升。但是，於一些情況中，化合物係在高於8微克/毫升之 

濃度下測試，典型上為當濃度係首先以“M度量，接著轉化 

成微克/毫升時。於其中化合物係在超過一種高於8微克/ 

毫升之濃度下測試之情況中，最接近8微克/毫升之濃度係 

提供於下文。

表1

實例 

編號

所測試之濃度 

（微克/毫升）
抑制（％）

1 8 100
2 8 100
3 8 99
4 8 100
5 8 100
6 8 99
7 8 100
8 8 99
9 8 100
10 8 100

127286 -42-



200831517

實例11至20

11 8 100
12 8 100
13 8 100
14 8 100
15 8 97
16 8 97
17 8 99
18 8 95
19 8 100
20 8 100

實例21至30

21 8 100
22 8 100
23 8 100
24 8 100
25 8 98
26 8 98
27 8 87
28 8 98
29 8 84
30 8 98

實例31至40

31 8 87
32 8 98
33 13 96
34 12 91
35 14 100
36 12 90
37 1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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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12 100
39 14 100
40 12 100

實例41-47及50

41 8 100
42 8 100
43 4 100*
44 8 100
45 8 97
46 8 100
47 8 100
50 14 100
51 9 100
52 13 100

*關於實例43之化合物在8微克/毫升濃度下之抑制係為 

12%，惟一般認為12%數字為錯誤的。

因此，於一方面，係提供式⑴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 

之鹽，作為藥劑使用。

於又另一方面，係提供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 

鹽於藥劑製造上之用途，該藥劑係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 

用於治療細菌感染。

於又另一方面，係提供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 

鹽於藥劑 製造上之用途，該藥劑係在溫血動 物譬如 人類中 

用於治療因一或多種致病生物體所造成之細菌感染5該生 

物體譬如玻曼尼不動桿菌、親水性需氣菌、炭疽芽胞桿菌' 

脆弱 擬桿菌、百日咳 博德特 氏菌、Burkholderia cepacia、肺炎 

衣原體、弗氏檸檬酸桿菌、艱難梭菌、陰溝腸桿菌、糞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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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菌、屎腸球菌、產氣腸桿菌、大腸桿菌、壞死梭桿菌、 

流感嗜血菌、副流感嗜血菌、梭門嗜血桿菌' oxytoca免雷 

伯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肺列吉內拉菌、單核細胞增生 

利斯特氏菌、黏膜莫拉氏菌、摩氏摩根氏菌♦肺炎枝原體、 

淋病奈瑟氏球菌、腦膜炎奈瑟氏球菌、多殺巴斯德氏菌、 

奇異變形菌 ' 普通變形菌、銅綠假單胞菌、傷寒沙門氏菌、 

鼠傷寒沙門氏桿菌、黏質沙雷氏菌 ' 弗氏志賀氏菌、痢疾 

志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 

菌、間型葡萄球菌、腐生葡萄球菌'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a '無乳鏈球菌、突變型鏈球菌、肺炎鏈球菌友熱 

原鏈球菌。

於進一步方面，係提供式⑴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 

鹽於藥劑製造上之用途，該藥劑係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 

用於治療感染，譬如枝氣管炎、艱難梭菌結腸炎 ' 子宮頸 

炎、心內膜炎、淋菌尿道炎、吸入炭疽、腹內感染、腦膜 

炎♦骨髓炎、中耳炎、咽炎、肺炎、前列腺炎*敗血病、 

竇炎、皮膚與柔軟組織感染及尿道感染。

於又進一步方面，係提供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 

之鹽於藥劑製造上之用途，該藥劑係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 

中用於治療細菌感染，其中細菌為一種屬，選自產氣單胞 

菌屬、不動桿菌屬、芽胞桿菌屬、擬桿菌屬、博德特氏菌 

屬' Burkholderia、衣原體屬、檸檬酸細桿屬、梭菌屬、腸桿 

菌屬、腸球菌屬、埃希氏菌屬、黃桿菌屬、梭桿菌屬 ' 嗜 

血桿菌屬、免雷伯氏菌屬、列吉內拉菌屬、利斯特氏菌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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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氏菌屬 '莫拉氏菌屬、枝原體屬、奈瑟氏球菌屬*巴 

斯德菌屬 '消化球菌屬·消化鏈球菌屬 '普弗提拉菌屬、 

變形菌屬'沙門桿菌屬、假單胞菌屬、沙雷氏菌屬、志賀 

氏菌屬、Stenotrophomonas '鏈球菌屬反葡萄球菌屬°

於另一方面 > 係提供一種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治療細 

菌感染之方法，該方法包括對該動物投予有效量之式⑴化 

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

於又另一方面，係提供一種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治療 

因一或多種致病生物體所造成之細菌感染之方法，該生物 

體譬如玻曼尼不動桿菌、親水性需氣菌、炭疽芽孑包桿菌、 

脆弱擬桿菌 ' 百日咳博德特氏菌、Burkholderia cepacia、肺炎 

衣原體·弗氏檸檬酸桿菌 ' 艱難梭菌、陰溝腸桿菌、糞腸 

球菌、屎腸球菌、產氣腸桿菌、大腸桿菌♦壞死梭桿菌' 

流感嗜血菌、副流感嗜血菌、梭門嗜血桿菌、oxytoca免雷 

伯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肺列吉內拉菌、單核細胞增生 

利斯特氏菌、黏膜莫拉氏菌、摩氏摩根氏菌、肺炎枝原體、 

淋病奈瑟氏球菌♦腦膜炎奈瑟氏球菌、多殺巴斯德氏菌' 

奇異變形菌 ' 普通變形菌、銅綠假單胞菌、傷寒沙門氏菌' 

鼠傷寒沙門氏桿菌、黏質沙雷氏菌、弗氏志賀氏菌、痢疾 

志賀氏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 

菌、間型葡萄球菌、腐生葡萄球菌' 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a '無乳鏈球菌 ' 突變型鏈球菌、肺炎鏈球 菌反熱 

聚鏈球菌，該方法包括對該動物投予有效量之式（I）化合物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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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又再另一方面5係提供一種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治

療細菌感染之方法 譬如枝氣管炎、艱難梭菌結腸炎、子

宮頸炎、心內膜炎、淋菌尿道炎、吸入炭疽、腹內感染、 

腦膜炎、骨髓炎、中耳炎、咽炎、肺炎、前列腺炎、敗血 

病、竇炎、皮膚與柔軟組織感染及尿道感染，該方法包括 

對該動物投予有效量之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

戸餌 ο

於進一步方面，係提供一種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治療 

細菌感染之方法，其中細菌為一種屬，選自產氣單胞菌屬、 

不動桿菌屬、芽砲桿菌屬、擬桿菌屬、博德特氏菌屬、 

Burkholderia、衣原體屬、檸檬酸細桿屬、梭菌屬、腸桿菌屬、 

腸球菌屬、埃希氏菌屬、黃桿菌屬、梭桿菌屬、嗜血桿菌 

屬、克雷伯氏菌屬、列吉內拉菌屬、利斯特氏菌屬、摩根 

氏菌屬、莫拉氏菌屬、枝原體屬、奈瑟氏球菌屬、巴斯德 

菌屬、消化球菌屬、消化鏈球菌屬、普弗提拉菌屬 ' 變形 

菌屬、沙門桿菌屬 ' 假單胞菌屬、沙雷氏菌屬、志賀氏菌 

屬' Stenotrophomonas、鏈球菌屬及葡萄球菌屬，該方法包括 

對該動物投予有效量之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 

鹽。

於又進一步方面，係提供式⑴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 

之鹽，以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用於治療細菌感染。

於另一方面，係提供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 

鹽，以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用於治療因一或多種致病生 

物體所造成之細菌感染'該生物體譬如玻曼尼不動桿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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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水性需氣菌♦炭疽芽胞桿菌♦脆弱擬桿菌、百日咳博德 

特氏菌、Burkholderia cepacia ♦肺炎衣原體、弗氏檸檬 酸桿菌、 

艱難梭菌、陰溝腸桿菌、糞腸球菌、屎腸球菌、產氣腸桿 

菌、大腸桿菌、壞死梭桿菌、流感嗜血菌、副流感嗜血菌、 

梭門嗜血桿菌、oxytoca克雷伯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肺 

列吉內拉菌 ' 單核細胞增生利斯特氏菌、黏膜莫拉氏菌＞ 

摩氏摩根氏菌 ' 肺炎枝原體 ' 淋病奈瑟氏球菌、腦膜炎奈 

瑟氏球菌♦多殺巴斯德氏菌、奇異變形菌、普通變形菌、 

銅綠假單胞菌、傷寒沙門氏菌 ' 鼠傷寒沙門氏桿菌、黏質 

沙雷氏菌、弗氏志賀氏菌、痢疾志賀氏菌 ' 金黃色葡萄球 

菌、表皮葡萄球菌、溶血葡萄球菌 ' 間型葡萄球菌、腐生 

葡萄球菌、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a、無乳鏈球菌、突變型 

鏈球菌、肺炎鏈球菌友熱原鏈球菌。

於又另一方面，係提供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 

鹽，以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用於治療感染，譬如枝氣管 

炎、艱難梭菌結腸炎、子宮頸炎♦心內膜炎、淋菌尿道炎、 

吸入炭疽、腹內感染、腦膜炎、骨髓炎♦中耳炎♦咽炎、 

肺炎=前列腺炎、敗血病、竇炎、皮膚與柔軟組織感染及 

尿道感染。

於又再另一方面，係提供式（I）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 

之鹽，以在溫血動物譬如人類中用於治療細菌感染，其中 

細菌為一種屬，選自產氣單胞菌屬 ' 不動桿菌屬、芽砲桿 

菌屬、擬桿菌屬、博德特氏菌屬、Burkholderia ♦衣原體屬、 

檸檬酸細桿屬、梭菌屬♦腸桿菌屬♦腸球菌屬、埃希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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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黃桿菌屬、梭桿菌屬、嗜血桿菌屬、克雷伯氏菌屬、 

列吉內拉菌屬、利斯特氏菌屬、摩根氏菌屬、莫拉氏菌屬* 

枝原體屬 '奈瑟氏球菌屬 '巴斯德菌屬 '消化球菌屬 '消 

化鏈球菌屬 '普弗提拉菌屬、變形菌屬、沙門桿菌屬 ' 假 

單胞菌屬 ' 沙雷氏菌屬、志賀氏菌屬、Stenotrophomonas、鏈 

球菌屬典葡萄球菌屬及門黑米亞菌屬。

於一方面，I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玻曼尼不動 

禪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 

術語可指因親水性需弱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 

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炭疽芽彳包桿菌所造成 

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 

可指因庞弱擬痒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一步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百日咳博德特氏菌所造 

成之細菌感染。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 

語可指因Burkholderia cepacia所造成之細 菌感染。於又再進一 

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術炎衣原體所造 

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 

因弟氏檸檬酸拜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 

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魏難孩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 

又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陰溝腸桿菌 

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 

”術語可指因糞腸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一步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屎腸球菌所造成之細菌 

感染。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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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氣腸桿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進一步方面「'感染獰 

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大腸桿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 

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壞死梭桿菌所造 

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称術語可 

指因流咸嗜血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 

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副流感嗜血菌所造成之細菌感 

染。於 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磁 

門嗜血桿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oxytoca免霞狛氏菌所造成之細菌感 

染。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術 

炎荒霞伯氏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進一步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肺列吉內拉菌所造成之 

細菌感染。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单 

核細胞增生利斯特氏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黏膜莫拉氏菌所造成之 

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 

因摩氏摩根氏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5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肺炎枝原體所造成之細 

菌感染。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 

瀝病奈瑟氏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進一步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腦膜炎奈瑟氏球菌弟遷 

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 

術語可指因多殺巴斯德氏虜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 

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奇異變形菌所造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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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利與”細菌感染會術語可指因 

普通變形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称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銅綠假單胞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 

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傷寒沙 

門氏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 

感染"術語可指因鼠傷寒沙門氏桿菌所造 成之細菌感染。於 

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黏質沙霞 

氏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進一步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弗氏志賀氏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 

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痴疾恁 賀氏菌 

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 

語可指因金董色葡萄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 

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表皮葡萄球菌所造成 

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 

可指因溶血葡萄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一步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間型葡萄球菌所造成之 

細菌感染。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 

指因處空 繭萄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進一步方面， 

"感 染”與”細 菌感 杂”術語可指 因Stenotrophomonas maltophila所 

造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 

指因無配鏈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5 ”感染" 

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突變型鏈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 

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飾炎 

鏈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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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熱履鏈球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

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產氣單胞菌 

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称與”細菌 

感染”術語可指因不動殍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 

又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芽砲桿菌屬 

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擬禪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 

染。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辱應 

特氏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進一步方面5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Burkholderia之細菌所造成 

之細菌感染。於又再進一步方面5称感染”與"細菌感染”術 

語可指因衣蕖體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檸檬酸細桿屬之細菌所 

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 

可指因找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H術語可指国腸桿菌屬汇細菌所造成 

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 

可指因腸球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一步方 

面，称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埃希氏菌屬之細菌所 

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 

術語可指因黃桿菌屬也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進 

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棧拜菌屬之細 

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 

語可指因 嗜血桿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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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感染“與''細菌感染11術語可指因免 雷伯氏菌屬之細菌所 

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 

可指因刃 圭內龙 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 

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利斯特氏菌屬之細 

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 

染”術語可指因摩根氏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 

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莫拉氏菌屬之 

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 

感染"術語可指因枝原體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 

再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奈瑟氏球 

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 

感染”術語可指因巴斯應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 

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消北球菌屬之 

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 

染”術語可指因 湄北鏈球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 

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普弗提拉 

菌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 染”術語可指因變形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 

染。於 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彼 

單胞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 

”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沙門禪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 

菌感染。於又再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 

指因沙霞氏菌屬汇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一方面?

‘‘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恙 賀氏菌屬之細菌所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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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粹與''細菌感染”術語 

可指因葡萄球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另一方 

面，"感 染"與"細菌感染11術語可指 因Stenotrophomonas之細菌 

所造成之細菌感染。於又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 

術語可指因鏈球菌屬之細菌所造成之細菌感染。

於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婦科感染。於 

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呼吸道感染(RTI)。 

於又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性傳染疾 

病。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尿道 

感染。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慢性 

枝氣管炎之急性惡化(ACEB)。於又再進一步方面，"感染” 

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急性中耳炎。於一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急性竇炎。於另一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因抗藥性細菌所造成之感染。於又另 

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導尿管相關敗血 

病。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軟下 

疳。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衣原體 

屬。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團體 

後天肺炎(CAP)。於又再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 

術語可指併發性皮膚與皮膚結構感染。於一方面感染" 

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非併發性皮膚與皮膚結構感染。於 

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心內膜炎。於又 

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指發熱嗜中性白血 

球減少症。於又再另一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語可 

127286 -54-



200831517

指淋菌子宮頸炎。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細菌感染“術 

語可指淋菌尿道炎。於又進一步方面，竹感染“與'‘細菌感染 

称術語可指醫院後天肺炎（HAP）。於又另一方面，”感染椰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骨髓炎。於進一步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染”術語可指敗血病。於又進一步方面，”感染”與 

”細菌感染种術語可指梅毒。

於進一步方面，係提供一種醫藥組合物，其包含式⑴化 

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及至少一種藥學上可接受之 

載劑、稀釋劑或賦形劑。

於又進一步方面，係提供一種醫藥組合物，其包含式（Ic） 

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及至少一種藥學上可接受 

之載劑、稀釋劑或賦形劑。

於又再進一步方面，係提供一種醫藥組合物，其包含式 

（Id）化合物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及至少一種藥學上可接 

受之載劑、稀釋劑或賦形劑。

於一方面，係提供一種醫藥組合物J其包含式（le）化合物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及至少一種藥學上可接受之載 

劑、稀釋劑或賦形劑。

本發明之組合物可呈適合口服使用（例如作成片劑、錠 

劑、硬或軟膠囊 ' 水性或油性懸浮液、乳化液、可分散粉 

末或顆粒、糖漿或酗劑）、局部使用（例如作成乳膏、軟膏、 

凝膠或水性或油性溶液或懸浮液）・藉吸入投藥（例如作成 

細分粉末或液體氣溶膠）*藉吹入投藥（例如作成細分粉末） 

或非經腸投藥（例如作成無菌水性或油性溶液供靜脈內、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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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肌內或肌內服藥5或作 成栓劑 供直腸服藥）形式。

本發明之組合物可藉由習用程序，使用此項技藝中所習 

知之習用醫藥賦形劑獲得。因此，欲供口服使用之組合物 

可含有例如一或多種著色、增甜、矯味及/或防腐劑。

供片劑配方用之適當藥學上可接受之賦形劑，包括例如 

惰 性稀釋劑，譬如 乳糖、碳酸鈿、磷酸鈣或碳酸鈣，粒化 

與崩解劑，譬如玉米澱粉或海藻酸；黏合劑，譬如澱粉； 

潤滑劑，譬如硬脂酸鎂、硬脂酸或滑石；防腐劑，譬如對- 

翹基苯甲酸乙酯或丙酯；及抗氧化劑，譬如抗壞血酸。片 

劑配方可未經塗覆或經塗覆，無論是為改變其崩解作用， 

及活性成份在胃腸道中之隨後吸收，或為改良其安 定性及/ 

或外觀，在任一情況中，係使用此項技藝中所習知之習用 

塗覆劑與程序。

供口服使用之組合物可呈硬明膠膠囊形式，其中活性成 

份係與惰性固體稀釋劑混合，例如碳酸鈣・磷酸鈣或高嶺 

土 5或作成軟明膠膠囊5其中活性成份係與水或油譬如花 

生油、液態石蠟或橄欖油混合。

含水懸浮液通常含有呈微細粉末形式或呈毫微或微粉化 

粒子形式之活性成份，伴隨著一或多種懸浮劑，譬如竣甲 

基纖維素錮、甲基纖維素、痙丙甲基纖維素、海藻酸錮、 

聚乙烯基四氫毗咯酮・西黃蓍樹膠及阿拉伯膠；分散或潤 

濕劑，譬如卵磷脂，或氧化烯與脂肪酸類之縮合產物（例如 

聚氧化乙烯硬脂酸酯），或環氧乙烷與長鏈脂族醇之縮合產 

物，例如十七氧化乙烯鯨蠟醇，或環氧乙烷與衍生自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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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類與己糖醇之部份酯類之縮 合產物，譬如 聚氧化乙烯單 

油酸花楸醇酯，或環氧乙烷與長鏈脂族 醇之縮合產物，例 

如十七氧化乙烯鯨蠟醇，或環 氧乙烷與衍生自脂肪 酸類與 

己糖醇之部份酯類之縮合產物，譬如聚氧化乙烯單油酸花 

楸醇酯，或環氧乙烷與衍生自脂肪酸類與己糖醇肝類之部 

份酯類之縮合產物，例如聚乙烯單油 酸花楸聚糖酯。此含 

水懸浮液亦可含有一或多種防腐劑，譬如對■幾基苯甲酸乙 

酯或丙酯；抗氧化劑，譬如抗壞血酸；著色劑；矯味劑； 

及/或增甜劑，譬如蔗糖、糖精或天冬醯苯丙胺酸甲酯。

油性懸浮液可 經由使活性成份 懸浮在 植物油5譬如花生 

油、橄欖油、芝麻油或椰子油，或在礦油譬如液態石蠟中 

進行調配。油性懸浮液亦可含有增稠劑，譬如蜂蠟、硬石 

蠟或鯨蠟醇。可添加增甜劑，譬如上文所陳述者，與矯味 

劑，以提供 美味口服製劑。此等組合物可藉由添加抗氧化 

劑譬如抗壞血酸保存著。

適用於藉由添加水以製備含水懸浮液之可分散粉末與顆 

粒，通常含有活性成份，伴隨著分散或潤濕劑、懸浮劑及 

一或多種防腐劑。適當分散或潤濕劑及懸浮劑之實例為已 

於上文提及者。其他賦形劑，譬如增甜、矯味及著色劑， 

亦可存在。

本發明之醫藥組合物亦可呈油在水中型乳化液之形式。

油相可為植物油5譬如橄欖油或花生油5或礦油5例如 液 

態石蠟，或任何此等之混合物。適當乳化劑可為例如天然 

生成之膠質，譬如阿拉伯膠或西黃蓍樹膠5天然生成之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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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譬如大豆、卵磷脂、衍生自脂肪酸類與己糖醇酊類之 

酯類或部份酯類（例如 單油酸花楸聚糖酯）及該部份酯類與 

環氧乙烷之縮合產物，譬如 聚氧化乙烯單油酸花楸聚糖 

酯。乳化液亦可含有增甜、矯味及防腐劑。

糖漿與酗劑可以增甜劑調配，譬如甘油、丙二醇、花楸 

醇、天冬醯苯丙胺酸甲酯或蔗糖，且亦可含有和潤劑、防 

腐劑、矯味及/或著色劑。

醫藥組合物亦可呈無菌可注射水性或油性懸浮液形式， 

其可根據已知程序，使用一或多種已於上文提及之適當分 

散或潤濕劑與懸浮劑調配。無菌可注射製劑亦可為無菌可 

注射溶液或懸浮液，在無毒性非經腸上可接受之稀釋劑或 

溶劑中，例如在1?3-Τ二醇中之溶液。

供吸入投藥用之組合物可呈習用加壓氣溶膠形式5經安 

排以分配活性成份，無論是作成含有細分固體或液滴之氣 

溶膠。可使用習用氣溶膠推進劑，譬如揮發性氟化煙類或 

煙類，且氣溶膠裝置可合宜地經安排，以分配經計量之活 

性成份量。

關於配方之進一步資訊，讀者可參閱綜合醫藥化學第5 

卷第25.2章（Corwin Hansch；編委會主席），Pergamon出版社1990。

與一或多種賦形劑合併以產生單一劑型之活性成份量5 

將必須依待治療之宿主及特定投藥途徑而改變。例如，欲 

供口服投予人類之配方，通常將含有例如0.5毫克至4克活 

性劑，與適當且合宜量之賦形劑摻配，該賦形劑可從全部 

組合物重量之約5改變至約98%。劑量單位形式通常含有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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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毫克至約500毫克活性成份。關於投藥途徑與劑量服用法 

之進一步資訊，讀者可參閱綜合醫藥化學第5卷第25.3章 

（Corwin Hansch ；編委會主席），Pergamon 出版社 1990 °

除了本發明化合物之外，本發明之醫藥組合物亦可含有 

或共同投予（同時、相繼或個別地）一或多種已知藥物，選 

自之其他臨床上可用種類之抗細菌劑（例如大環內酯類、谨 

唏酮類、八內醯胺類或胺基糖苜類）及/或其他抗傳染劑（例 

如抗真菌三哇或兩性黴素）。此等可包括竣莘青黴素類 

（carbapenems） 例如美若莘青黴素（meropenem）或衣米苓青黴素 

（imipenem），以加寬治療有效性。本發明化合物亦可含有或 

共同投予殺細菌/增加滲透性蛋白質（BPI）產物或射流泵送 

抑制劑，以改良抵抗革蘭陰性細菌及對於抗微生物劑具抗 

藥性之細菌之活性。

如上述，治療或預防治療特定疾病狀態所需要之劑量大 

小，係必須依待治療之宿主、投藥途徑及被治療疾病之嚴 

重性而改變。較佳係採用1・50毫克/公斤範圍內之日服劑量。 

因此?最適宜劑量可由正在治療任何特定病患之執業醫師 

決定。

式（I）化合物及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除了其在治療醫藥 

上之用途以外，亦可在活體外與活體內試驗系統之發展與 

標準化中作為藥理學工具使用，以評估在實驗室動物中之 

抗細菌作用，譬如貓♦狗、兔子 '猴子、大白鼠及老鼠， 

作為搜尋新穎治療劑之一部份。

在本發 明之任何上文所提及之醫藥 組合物、製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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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藥劑及製造特徵中，本文中所述本發明化合物之任 

何替代具體實施例亦適用。 ，

方法

若不能市購取得，則供此等程序用之必須起始物質，譬 

如本文中所述者，可藉由一些程序製成，其係選自標準有 

機化學技術，類似合成已知而於結構上類似化合物之技術， 

或類似所 述程序 或實例中所 述程序 之技術。

應注意的是，關於如本文中所述合成方法之許多起始物 

質係為市購可得及/或廣泛地報告於科學文獻中，或可使用 

科學文獻中所報告方法之修改，製自市 購可得化合物。讀 

者可進一步參考高等有機化學第5版，由Jerry March與Michael 

Smith著，由John Wiley & Sons於2001年出版，關於反應條件 

與試劑之一般指引。

亦應明瞭的是，在一些本文中所提及之反應中，可能必 

須/想要保護化合物中之任何敏感性基團。其中保護係為必 

須或想要之情況，係為熟諳此藝者所已知，其係為此種保 

護之適當方法。習用保護基可根據標準實務使用（關於說 

明，可參閱T・W・ Greene,有機合成之保護基，由John Wiley & 

Sons 出版 5 1991） °

關於幾基之適當保護基之實例係為例如醯基，例如烷醯 

基，譬如乙醯基，芳醯基，例如苯甲醯基，矽烷基，譬如 

三甲基矽烷基，或芳基甲基，例如莘基。關於上文保護基 

之去除保護條件，將必須隨著保護基之選擇而改變。因此， 

例如醯基，譬如烷醯基或芳醯基，可例如以適當鹼，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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鹼金屬氫氧化物5例如 氫氧化鏗或錮5藉由水解作用而被 

移除。或者，矽烷基，譬如三甲基矽烷基，可例如藉由氟 

化物或藉由含水酸而被移除；或芳基甲基，譬如竿基，可 

例如於觸媒存在下，譬如齟/碳，藉由氫化作用移除。

關於胺基之適當保護基係為例如醯基，例如 烷醯基，譬 

如乙醯基，烷氧緩基，例如甲氧譏基、乙氧辣基或第三- 

丁氧讖基5芳基甲氧炭基，例如莘氧炭基5或芳醯基，例 

如苯甲醯基。關於上文保護基之去除保護條件必須 隨著保 

護基之選擇而改變。因此5例如醯基5譬如烷醯基或烷氧 

炭基或芳醯基，可例如以適當鹼，譬如鹼金屬氫氧化物， 

例如氫氧化鏗或鈿，藉由水解作用移除。或者，醯基，譬 

如第三-丁氧炭基，可例如經由以適當酸譬如鹽酸、硫酸、 

磷酸或三氟醋酸處理而被移除，及芳基甲氧滾基，譬如莘 

氧辣基5可例如於觸 媒譬如$巴/碳上9藉由氫化作用，或經 

由以路易士酸例如參（三氟醋酸）硼處理而被移除。關於一級 

胺基之適當替代保護基係為例如駄醯基，其可經由以烷基 

胺，例如二甲胺基丙胺或厶翹乙胺，或以脐處理而被移除。 

關於胺之另一種適當保護基係為例如環狀瞇，譬如四氫咲 

喃，其可經由以適當酸譬如三氟醋酸處理而被移除。

保護基可在合成中之任何合宜階段下，使用化學技藝上 

習知之習用技術移除，或其可在稍後反應步驟或處理期間 

被移除。

於一方面，本發明係提供一種製備式（I）或式（II）化合物或 

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方法，該方法包括使式（AA）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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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式（AB）＞f匕合物：

. 於適當還原劑存在下反應，

然後，若必要則：

i） 使式⑴化合物轉化成另一種式（I）化合物；

ii） 移除任何保護基；及/或

iii） 形成藥學上可接受之鹽。

式（AA）化合物可與式（AB）化合物於典型還原胺化條件下 

反應。此反應之第一個步驟，亞胺形成，典型上係於脫水 

劑譬如分子篩（MS 3A）存在下進行，惟反應一般係未使用脫 

• 水劑進行。適當溶劑為甲醇或甲醇/氯仿混合物。亞胺中間 

物典型上未經單離；反而是，還原劑通常係於亞胺形成後 

被添加至反應混合物中。關於此方法之第二個（還原）步驟 

之適當還原劑包括硼還原劑，譬如NaB（OAc）3H或NaBH3 CN。

於另一方面，本發明係提供一種製備式（I）或（II）化合物， 

其中R6為F，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方法，該方法包括使

式（AC）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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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式(AB)化合物：

於適當還原劑存在下反應，

然後，若必要則：

i) 使式(I)或(Π)化合物轉化成另一種式(I)或(II)化合 

物；

ii) 移除任何保護基；及/或

iii) 形成藥學上可接受之鹽。

關於式(AC) 4匕合物與式(AB)化合物反應之反應條件，係

如上文關於式(AA)化合物與式(AB)化合物之反應所述。

於又另一方面，本發明係提供一種製備式(I)或(II)化合物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鹽之方法，該方法包括使式(BI)化合物：

與適當還原劑反應5

然後，若必要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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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使式(I)或(Π)化合物轉化成另一種式(I)或(II)化合 

物；

ϋ) 移除任何保護基；及/或

iii) 形成藥學上可接受之鹽。

關於式(BI)化合物之還原作用之適當還原劑包括硼還原 

劑，譬如NaB(OAc)3 Η或NaBH3 CN。適當溶劑為甲醇或甲醇/ 

氯仿混合物。

式(AA)化合物可按圖式1中所示製成。

圖式1

式(AD)化合物與式(AE)化合物於鹼譬如氫化鈿存在下之 

反應，可用以獲得式(AF)化合物。去除保護係提供式(AA) 

化合物。適當脫離基包括譬如甲烷磺酸鹽、氯基・澳基及 

碘基之脫離基。適當保護基包括烷氧软基5譬如第三■丁氧 

炭基，其可使用酸類譬如HC1去除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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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以製備式(AA)化合物之另一種方法係示於圖式2中。

圖式2

式(AG) 去除保護

式(AD)彳匕合物與式(AG)化合物於Mitsunobu條件下之反應， 

可用以獲得式(AF)4匕合物。去除保護係提供式(AA)化合物。 

適當保護基包括烷氧辣基，譬如第三■丁氧炭基，其可使用 

酸類譬如HC1移除。

圖式3係描繪關於製備式(AA)化合物之另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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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3

去除保護

還原劑

式(AD)化合物可與鹼譬如NaH反應，接著與澳-或氯乙醇 

或澳■或氯乙醛，或與其經保護之衍生物反應(在醇衍生物 

之情況下，接著去除保護與氧化作用)，提供式(AH)化合物。 

式(AH)化合物可與式(AI)化合物於典型還原胺化條件下反 

. 應。如上文關於式(AA)化合物與式(AB)4匕合物之反應所述， 

亞胺形成典型上係於脫水劑譬如分子篩(MS 3A)存在下進 

行，惟反應一般還是未使用脫水劑進行。適當溶劑為四氫 

咲喃、二氯甲烷或氯仿/甲醇混合物。亞胺中間物典型上未 

經單離；反而是，還原劑通常係於亞胺形成後被添加至反 

應混合物中。關於反應之第二個步驟(還原作用)之適當還 

原劑包括硼還原劑，譬如NaB(OAc)3 Η或NaBHsCN °式(AF)化 

合物之去除保護係提供式(AA)化合物。關於在式(AI)化合物 

之六氫毗唳環上胺基取代基之適當保護基，包括烷氧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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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譬如第三-丁氧譏基，其可使用酸類譬如HC1移除；與 

疊氮化物5其可無論是使用三苯瞬(Staudinger反應)或藉由氫 

化作用，以還原方式轉化成胺。

式(AL)化合物，其為其中脫離基為甲烷磺酸酯脫離基之 

式(AE)化合物，可根據圖式4製成。

圖式4

式(AG) 式(AL)

式(AL)化合物可經由式(AI)4匕合物與澳基乙醇或其衍生 

物，於鹼譬如三乙胺存在下之反應而製成，提供式(AG)化 

合物。式(AG)化合物可與氯化甲烷磺醯，於鹼譬如三烷基 

胺或其在樹脂上之經固定化變型存在下反應，提供式(AL) 

. 化合物。式(AL)化合物係潛在不安定，且可以具有相應氯 

化物(源自於氯化物在甲烷磺醯基上之攻擊)之混合物之一 

部份存在，故必須在小心控制之條件下製備新的。

式(AO)化合物，其為式(AD)化合物，其中J為CH ＞可根 

據圖式5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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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5

式(AM)

AICI3

如圖式5中所示，式（AO） 4匕合物可製自市購可得之式（AM） 

化合物，其方式是與氯化桂皮醯，於適當鹼譬如2,6■二甲基 

毗唳存在下反應，接著以三氯化鋁進行環化作用。

以類似方式，氯化桂皮醯可被E・乙氧基氯化丙烯醯置換， 

且中間物E-乙氧基丙烯醯基醯胺類之環化作用係以硫酸代 

替三氯化鋁達成（E. Baston等人，歐洲醫藥化學期刊35 （2000） 

931）。經不對稱取代之苯胺通常會導致區域異構性產唏 

-2（1H）-酮衍生物，其可能難以藉層析分離，此係由於有限溶 

解度所致。此種混合物可無論是藉由結晶化作用分離5或 

可被轉化成其相應之2-氯口奎口林衍生物（例如以氧氯化磷III） 5 

其可藉層析或經由結晶化作用分離，然後可以回流氫氯化 

物酸水解回復成式（AO）化合物之單一區域異構物。

式（AO）化合物亦可根據圖式6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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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6

式(AP)

Sonogashira

=/°

式(AS)

式(AO)化合物可製自式(AP)4匕合物，其方式是形成碳■碳

鍵結，接著為適當地安裝之順式不飽和系統之分子內醯胺 

鍵結形成。反式雙鍵之異構化作用可在UV光下以以熱方式

或光化學方式進行。或者5碳■碳鍵結形成可如Sonogashira 

偶合至烘悭中間物進行，此中間物可在Lindlar條件下部份氫

化成順式雙鍵。

式(AO)化合物亦可根據圖式7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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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7

式(BE)

草酸二乙酯

乙醇中之21% w/w NaOEt 
乙醇
4SC過夜 _

水，濃HU

式(BF)

NaBH4 
乙睹

Fe/ AcOH 
60°C

0

式(AO)化合物可製自式(BE)化合物，其方式是以鹼譬如 

乙醇錮之去質子化作用，接著與草酸二乙酯反應，以形成

式(BF)化合物。然後，此中間物可以適當還原劑譬如硼氫 

化纳進行還原，提供式(BG)化合物。於硝基以適當還原劑 

譬如醋酸中之鐵或二氯化錫之還原作用後，式(BG)化合物 

可接著被環化成式(BH)化合物。最後，以鹼譬如DBU之脫 

除，係提供式(AO)化合物。

式(AU)化合物， 其係為其中J為N之式(AD)化合物，可根

據圖式8製成。

圖式8

式(AT)

式(AU)化合物之區域異構性混合物可藉由上文關於圖式

5所述之方法分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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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式9係描繪關於製備式(AU)化合物之另一種方法。

圖式9

式(AV)

式(AU)化合物可藉由式(AX)化合物以氧化劑譬如過氧化 

氫之氧化作用獲得。式(AX)化合物可經由使式(AV)化合物 

與澳醋酸酯類，或與乙醛酸乙酯反應，接著為硝基之還原 

作用與自發性環化作用而獲得。適當還原劑包括Pd/C與 

巧、於醋酸中之鐵及氯化錫。

式(AZ)化合物，其係為其中保護基為第三·丁氧譏基之式 

(AG)化合物，可根據圖式10製成。

127286 ・71 -



200831517

圖式ίο

式(BB)

CsCOg

去除保護

式(AZ)

1) H2, Pd(OH)2

2) 二碳酸二-第三-丁酯

式(BA)化合物可與式(BB)化合物於鹼存在下反應，提供 

式(BC)化合物。鹼之實例為Cs2CO3 NaH・K2 CO3或Na2CO3。 

關於此反應之適當脫離基包括甲烷磺酸鹽與鹵基，譬如氯 

基與渙基。關於此反應之適當保護基包括矽烷基保護基， 

譬如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式(BC)化合物之保護基可使 

用第三■丁基氟化銭移除，提供式(BD)化合物。式(BD)化合 

物可藉由氫化作用去除保護。關於此種反應之適當觸媒之 

實例 包括Pd(OH)2、鉛黑及Pt。？，接著為與碳酸二■第三■丁酯 

之反應，提供式(AZ)化合物。

當需要本發明化合物之光學活性形式時，其可藉由進行 

上述程序之一，使用純對掌異構物作為起始物質，或使用 

標準程序，藉由最後產物或對掌性中間物之對掌異構物或 

非對映異構物混合物之解析而獲得。對掌異構物之解析可 

於對掌固定相上藉層析達成，譬如Chiralpak AD管柱。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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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量溶解度以及解析度。或者，解析可藉由對掌性中間物 

或對掌性產物與對掌性酸譬如樟腦磺酸之非對映異構鹽之 

製備與選擇性結晶化作用而獲得。或者，可採用立體選擇 

性合成之方法，例如在適當情況下，於反應順序中，利用 

保護基之對掌性變型、對掌性觸媒或對掌性試劑。

酵素技術亦可用於製備光學活性化合物及/或中間物。

同樣地，當需要本發明化合物之純區域異構物時，其可 

藉由進行上述程序之一，使用純區域異構物作為起始物 

質，或使用標準程序，藉由區域異構物或中間物之混合物 

之解析而獲得。

熟練有機化學師將能夠利用與修改上述參考資料內所包 

含與論及之資訊，且伴隨著其中之實例，以及本文之實例， 

以獲得必須之起始物質與產物°

【實施方式】

實例

現在藉由下述實例說明本發明，但不受 其所限，其中除 

非另有述及，否則：

(i) 蒸發係藉迴轉式蒸發在真空中進行，而處理程序係在 

藉過濾移除殘留固體後進行；

(ii) 溫度係以°C引用；操作係於室溫下進行，其典型上係 

在18-26°C之範圍內，而未排除空氣，除非另有述及，或除 

非熟練人員以其他方式在惰性大氣下工作；

(iii) 使用管柱層析(藉急驟式程序)以純化化合物，且係於 

Merck Kieselgel矽膠(品號9385)上進行5除非另 有述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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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一般而言，反應過程係藉TLC、HPLC或LC/MS追蹤，且 

給予反應時間僅為說明；給予產率僅為說明，未必是可達 

到之最大值；

(ν) 本發明最終產物之結構，係一般性地藉由NMR與質譜 

技術確認。質子磁共振光譜一般係在DMSO-d6中測定，除非 

另 有述及，使用Bruker DRX-300光譜儀或Bruker DRX-400光譜 

儀，個 別在場 強度為300 MHz或400 MHz下操作。在NMR光 

譜為複雜之情況中，僅報告診斷信號。化學位移係以距作 

為內標準之四甲基矽烷低磁場之每百萬份之份數作報告 

(5尺度)，而吸收峰多重性係被顯示為：s，單峰；d 二 

重峰；dd 5二重峰之二重峰；dt 5三重峰之二重峰；dm 5 

多重峰之二重峰；t，三重峰；m，多重峰；br，寬廣。快 

速原子撞擊(FAB)質譜數據一般係使用平台光譜儀(由 

Micromass提供)獲得9以電噴霧操作'並於適當情況下，收 

集無論是正離子數據或負離子數據，或使用Agilent 1100系列 

LC/MSD，裝 有Sedex 75ELSD，並 於適當 情況下，收集 無論是 

正離子數據或負離子數據。最低質量主要離子係針對其中 

同位素分裂會造成多重質譜吸收嘩之分子報告(例如當氯 

存在 時)。逆相HPLC係使 用YMC組件ODS-AQ (100x20毫米內 

徑，S-5/z粒子大小，12毫微米孔隙大小)於Agilent儀器上進 

行；

(vi)各中間物係被純化至後續階段所需要之標準，並以足 

夠細節表現其特徵，以確認所指 定之結構係為 正確的；純 

度係藉HPLC、TLC或NMR評估，而其身分係藉紅外線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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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IR）、質量光譜學或NMR光譜學按適當方式測定；及

（vii）可使用下列縮寫：

TLC為薄層層析法；HPLC為高壓液相層析法；MPLC為中 

壓液相層析法；NMR為核磁共振光譜學；DMSO為二甲亞 

Μ ； CDC13為氛 化氯仿；MeOD為気 化甲醇，意即D3 COD ； 

MS為質量光譜學；ESP （或ES）為電噴霧；EI為電子碰撞； 

APCI為大氣壓力化學電離；THF為四氫咲喃；DCM為二氯 

甲烷；MeOH為甲醇；DMF為二甲基甲醯胺；EtOAc為醋酸 

乙酯；LC/MS為液相層析法/質量光譜法；h為小時；min為 

分鐘；d為天；MTBD為N-甲基三氮雙環并［440］癸-5·烯； 

TFA為三氟醋酸；v/v為體積/體積之比例；Boc表示第三■丁 

氧譏基；Cbz表示茱氧譏基；Bz表示苯甲醯基；atm表示大 

氣壓力；rt表示室溫；mg表示毫克；g表示克；//L表示微 

升；mL表示毫升；L表示升；“M表示微莫耳濃度；mM表 

示毫莫耳濃度；Μ表示莫耳濃度；Ν表示當量濃度；nm表 

示毫微米。

中間物1

l-{2-［（3R,48）-4-胺 基基六 氫毗唳基］乙 基}-2-酮 基・1,2■二 

氫唾啡-7-甲月青

與

中間物2

1・{2・［（3S，4R）4胺 基-3-M基 六氫毗 味亠基］乙 基卜2・酮 基岛二 

氫口奎口林-7-甲月青

將1・［2・順式（±）（4-疊氮基-3-M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2・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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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二氫 < < -甲月青（中間物3） （0.545克，1.61毫莫耳）與三苯 

Μ （0.507克，1・93毫莫耳）在乙月青/水（9： 1 50毫升）中之混合

物於室溫下攪拌6天。使反應混合物在減壓下濃縮至乾涸。 

於矽膠上，以二氯甲烷/甲醇（6： 1，含有0.2%氫氧化銭）層 

析，獲得中間物1與2之外消旋混合物，為無色硬質泡沫物， 

0.452 克（90%）。

MS （ESP） : 313 （MH+）對 C17H20N4O2

1H-NMR（DMSO-d6） δ : 1.48 （m, 2Η） ； 2.20-2.40 （m? 2H） ； 2.45-2.61 

（m5 4H） ； 2.72 （m5 IH） ； 3.44 （m5 IH） ； 4.35 （dd? 2H） ； 6.78 （d, IH）；

7.64 （d，IH） ； 7.90 （d，IH） ； 8.00 （d? IH） ； 8,08 （d5 IH）・（OH 和 NH2 質 

子係與甲醇交換）·

將外消旋混合物於Chiralpak AD管柱（250 x 20毫米，10微 

米）上，以含有0.1%二乙胺之60%己烷與40%乙醇/甲醇（1 ： 

1）分離。中間物2係首先溶離出，[q]d=+45・5，接著為中間 

物 1，[α]Ό= -45.9 （在甲醇/ 氯仿中，1 ： 1，c = 1）。

中間物3

1・[2・順 式仕）（4·疊 氮基-3-Μ基六 氫毗唳基）乙基卜2・酮 基-1,2- 

二氫< < -7-甲月青

將1-[2-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 

六氫毗 < 亠基）乙基卜2・酮基-1,2■二氫 < 啡 7甲月青（中間物4） 

（0.724克，1.6毫莫耳）在THF （5毫升）中之溶液，於室溫下， 

以氟化四丁基銭在THF中之溶液（1Μ，2.2毫升）逐滴處理。 

一小時後，添加飽合碳酸氫錮水溶液（10毫升），並在減壓 

下移除THF。將其以二氯甲烷/瞇（1： 1 '〜200毫升）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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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離含有一些不溶性產物之有機相，將水相以二氯甲烷 

(loo毫升)逆萃取，並使合併之有機相在減壓下濃縮至乾 

涸，及在高真空下乾燥，獲得產物，為無色固體，0.545克(定 

量)。

】H・NMR (DMSO-d6) δ : 1.56 (m? 1H) ； 1.71 (m5 1H) ； 2.25-2.63 (m5 

6H) ； 3.67 (m? 2H) ； 4.35 (dd, 2H) ； 5.06 (m? 1H) ； 6.78 (d, 1H) ； 7.64 (dd5 

1H) ； 7.90 (d5 1H) ； 8.00 (d5 1H) ； 8.08 (brs, 1H)・

中間物4

1・［2·順式仕)(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 烷基］氧基｝六 

氫毗味亠基)乙基卜2・酮基二氫產＜ 7甲Μ

將2-酮基-12二氫＜ ＜ 7甲月青(中間物5) (0.51克，3.0毫莫 

耳)在DMF (15毫升)中之懸浮液，於0°C下，以氫化鋪(在油 

中，60%，132毫克)處理。將其攪拌2小時，接著經由注射 

器添加甲烷磺酸2-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 

基］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中間物6) (3毫莫耳)在DMF (7 

毫升)中之溶液。移除冷卻，並將其在室溫下攪拌過夜。在 

減壓下移除DMF，使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200毫升)與飽和 

碳酸氫錮水溶液(20毫升，以IM NaOH溶液將pH調整至ρΗΙΟ) 

中。將水相以二氯甲烷(2x 100毫升)逆萃取兩次，並使合併 

之有機相以硫酸錮脫水乾燥。於矽膠上，以己烷/丙酮(4： 

1)層析，獲得產物，為硬質泡沫物，0.724克(53%)。

MS (ESP) : 453 (MH+ )對 C?3比 2%O? Si

iH-NMR (DMSO-d6) δ : 0.00 與 0.03 (2xs, 6H) ； 0.80 (s5 9H) ； 1.59 (m5 

1H) ； 1.70 (m5 1H) ； 2.30-2.65 (m5 6H) ； 3.69 (m5 1H) ； 3.80 (m,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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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 (m? 1H) ； 4.42 (m5 1H) ； 6.77 (d3 1H) ； 7.63 (d? 1H) ； 7.90 (d5 1H)；

7.99 (d? 1H) ； &08 (s, 1H)・

中間物5

2・酮基二氫唾＜ 7甲睹

將7・漠 基 ＜ 唏-2(1H)-酮(中間物46) (9.21克，41毫莫耳)與氯 

化銅⑴(4.05克)在N・甲基四氫毗咯酮(50毫升)中，於160°C下 

加熱16小時。使其冷卻至室溫，添加乙二胺四醋酸鹽水溶 

液(2M，pH 8.3，100毫升)，並將混合物於室溫下攪拌，及 

開放至空氣，歷經5天。經過0.45微米薄膜，藉過濾收集沉 

澱物，以水與醋酸乙酯洗滌，並自DMF/水再結晶，獲得產 

物，為褐色固體90%純度，4.72克(60%)，使用之而無需進 

一步純化。

MS (ESP) : 171 (MH+)對 C10H6N2O

XH-NMR (DMSO-d6) 5 : 6.66 (d, 1H) ； 7.55 (d5 1H) ； 7.61 (s? 1H)；

7.85 (d? 1H) ； 7.99 (d5 1H) ； 12.01 (s? 1H).

關於合成中間物5之替代程序

將3-M基-2-酮基-1234-四氫＜ 口林7甲月青(中間物66，15.51 

克，82.42毫莫耳)與1,8■二氮雙環并［5.4.0］十一 7烯(DBU)在乙 

月青(155毫升)中之混合物，於75°C下加熱2.5小時。使反應混 

合物冷卻至室溫，並藉過濾收集沉澱物，以水(77毫升)及 

以甲醇(77毫升)洗滌，且於減壓下乾燥，獲得產物，為灰 

白色固體，9.71克(68%)。

熔點＞250°C

MS (ESP) ： 171 (MH+)對 C10H6N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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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NMR （DMSO-d6） δ : ppm 6.67 （d5 1H）； 7.48-7.68 （m? 2H）； 7.85 （d9 

1H） ； 7.98 （d5 1H） ； 12.01 （s, 1H）・

中間物6

甲烷磺酸2-（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 

氧基｝六氫毗噪基）乙酯

將2-（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 

六氫毗唳亠基）乙醇（中間物7，L8克，6毫莫耳）在無水二氯 

甲烷（20毫升）與三乙胺（1.18毫升，8.4毫莫耳）中之混合物， 

於0°C下，以氯化甲烷磺醯（0.556毫升，7.2毫莫耳）處理。90 

分鐘後，藉TLC （氯仿/甲醇6 ： 1 rf〜0.9），反應已完成。添 

加磷酸鉀緩衝劑（pH 7，1M，15毫升），在減壓下移除二氯 

甲烷，並將其以冰冷瞇（100毫升）萃取。將水相以瞇（50毫升） 

逆萃取一次，並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於減 

壓下移除溶劑，並使殘留物溶於DMF （10毫升）中。將此甲 

烷磺酸酯之粗製物使用於下一步驟，而未延遲。

MS （ESP） ： 379 （MH+ ）對 C14H36N4O4 SSi

中間物7

2・（順式仕））・（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 

氫毗唳亠基）乙醇

將（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 

氫毗唳（中間物8） （1.625克，6.34毫莫耳）、N,N・二異丙基乙胺 

（1.65毫升，9.5毫莫耳）及2・澳基乙醇（0.584毫升，&25毫莫耳） 

在無水乙Μ （Π毫升）中之混合物，於微波中，在70°C下加熱 

兩小時。於減壓下移除溶劑，使殘留物溶於醋酸乙酯（〜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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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中，並以飽和碳酸氫鈿水溶液(〜25毫升)洗滌。將水 

相以醋酸乙酯(100毫升)逆萃取一次，並使合併之有機相以 

硫酸鈿脫水乾燥。於矽膠上，以二氯甲烷/甲醇(20： 1)層析， 

獲得1.80克(95%)產物，為無色油。

MS (ESP) : 301 (MH+)對 ε13Η28Ν4Ο281

1H-NMR (DMSO-d6) δ : 0.08 (s, 6H) ； 0.87 (s, 9H) ； 1.65 (m, 2H)； 

2.18 (m, IH) ； 2.25-2.60 (m, 5H) ； 3.44 (m, 2H) ； 3.73 (m9 IH) ； 3.91 (m? 

IH) ； 4.35 (m, IH)・

中間物8

(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氫 

毗唳

將(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 

氫毗 < 亠幾酸第三-丁酯(中間物9) (2.3克，6.45毫莫耳)在二 

氯甲烷(50毫升)中之溶液，於0°C下，以三氟醋酸(5毫升) 

處理。3小時後，在減壓下濃縮混合物，並使殘留物與二氯 

甲烷一起共蒸餾兩次。使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100毫升) 

中，並以飽和碳酸氫鈿水溶液(30毫升)洗滌。將水相以二 

氯甲烷(100毫升)逆萃取一次，並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鈿 

脫水乾燥，獲得產物，為稍微黃色油，1.625克(98%)。

1H-NMR (DMSO-d6) δ : 0.07 與 0.09 (2xs? 6H)； 0.88 (s, 9H)； 1.49-1.73 

(m5 2H) ； 2.45 (m5 IH) ； 2.56-2.69 (m? 3H) ； 3.65 (m，IH) ； 3.79 (m? IH). 

中間物9

(順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氫 

毗噪亠幾酸第三■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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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順式）4疊氮基-3-M基六氫毗唳-l-Μ酸第三-丁酯（中間 

物10） （1.76克，7.25毫莫耳）與咪哇（0.74克，10.9毫莫耳）在DMF 

（7毫升）中之混合物，於0°C下，以氯化第三·丁基二甲基矽 

烷（1.3克，8.7毫莫耳）處理。移除冷卻，並將混合物於室溫 

下攪拌過夜。使其冷卻至0°C，並以磷酸鹽緩衝劑（1M，pH 

7，20毫升）使反應淬滅。15分鐘後，以醋酸乙酯（100毫升） 

稀釋混合物，以水（2x 50毫升）洗滌有機相，並以硫酸錮脫 

水乾燥。於矽膠上以己烷/醋酸乙酯（9 ： 1）層析，獲得產物， 

為無色油，2.3克（89%）。

1H-NMR （DMSO-d6） δ : 0.10 （s, 6H） ； 0.87 （s5 9H） ； 1.37 （s，9H）；

1.56-1.80  （m? 2H） ； 3.09-3.30 （m5 2H） ； 3.46 （m, 2H） ； 3.62 （m5 IH） ； 3.88 

（m? IH）・ 

中間物10

（順式住））・4・疊氮基-3-M基六氫毗陀幾酸第三■丁酯

於（順 式）-4-疊 氮基六 氫毗唳醇（按 照WO 2005/066176中關 

於對掌性物質所述之程序製成）（2.1克，14.8毫莫耳）與氫氧 

化鉀（2.5克，44毫莫耳）在異丙醇（20毫升）與二氯甲烷（25毫 

升）中之混合物內，於0°C下，添加二碳酸二■第三■丁酯（3.9 

克J 17.7毫莫耳）在二氯甲烷（10毫升）中之溶液。移除冷卻， 

並將其在室溫下攪拌2小時。以水（50毫升）使反應淬滅，並 

在減壓下移除異丙醇與二氯甲烷。以磷酸鉀緩衝劑（1M，pH 

7，100毫升）中和，以醋酸乙酯（2x 300毫升）萃取兩次，並 

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於減壓下移除溶劑， 

並將殘留物自己烷（〜20毫升）研製，獲得0.966克產物，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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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固體。母液以己烷/醋酸乙酯(5 ： 1)之層析，提供0.353克 

產物(35%)。

MS (ESP) : 265.2 (MNa+)對 C10H18N4O3

1 H-NMR (DMSO-d6) δ : 1.39 (s5 9H) ； 1.58 (m5 1H) : 1.74 (m, 1 Η)；

3.20-3.40  (m, 4H) ； 3.69 (m? 2H) ； 5.40 (d5 1H)・

中間物11

l-{2-[(3R54S)4胺基-3-M基六氫毗咤-1·基]乙 基}7甲 氧基睦喏

< -2(1Η)-酮

與

中間物12

1・{2・[(3S，4R)・4・胺 基-3-M基六氫毗 唳亠基]乙基}-7-甲氧 基產喏 

<・2(1H)・酮

將1-[2-{(順式)・(4-疊氮基-3-Μ基六氫毗口定-1-基)}乙基卜7・甲 

氧基產喏* -2(1Η)-酮(中間物13) (0.507克，1.47毫莫耳)與三 

苯Μ (0.463克，1.77毫莫耳)在乙購/水(9 ： 1，20毫升)中之混 

合物於室溫下攪拌5天。使反應混合物在減壓下濃縮至乾 

涸。使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5毫升)中，並於矽膠上以二氯 

甲烷/甲醇(6 ： 1，含有0.2%氫氧化銭)層析，獲得外消旋混 

合物中間物11與12，為無色硬質泡沫物(0.422克，90%)。 

MS (ESP) : 319 (MH+)對 C16H22N4O3

1 H-NMR (DMSO-d6) δ : 1.48 (m5 2H) ； 1.89 (m5 1H) ； 2.28 (m? 1H)；

2.37 (dd5 1H) ； 2.54-2.62 (m? 3H) ； 2.71 (m，1H) ； 3.45 (m5 1H) ； 3.91 (s, 

3H) ； 4.30 (dd5 2H) ； 6.96-7.00 (m5 2H) ； 7.73 (d, 1H) ； &03 (s5 1H)・(OH 

和NH2質子係與甲醇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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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外消旋混合物於Chiralpak AD管柱（250 x 20毫米，10微 

米）上，以含有0.1%二乙胺之乙醇/甲醇（1： 1）分離。中間物 

12係首先溶離出，［q］d=+45・5，接著為中間物11，［a】D=・44・7 

（在甲醇/氯仿1： 1 ，c = 1） °

中間物13

1-［2-｛（順式住））・（4・疊氮基-3-Μ基六氫毗味基）｝乙基卜7-甲氧 

基產喏卩林-2（1Η）-酮

將1-［2-（順 式）-4-疊氮基・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 烷基］氧 

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嗟喏＜ -2（1Η）-酮（中間物 

14，0.721克，1.57毫莫耳）在THF （5毫升）中之溶液，於室溫 

下，以氟化四丁基銭在THF中之溶液（1Μ，2.2毫升）逐滴處 

理。一小時後5添加飽和碳酸氫錮水溶液（10毫升）5並在 

減壓下移除THF。將其以二氯甲烷/瞇（1 ： 1，〜200毫升）萃 

取。將水相以二氯甲烷（100毫升）逆萃取，並使合併之有機 

相以硫酸錮脫水乾燥。於矽膠上，以己烷/丙酮（1 ： 1）層析， 

獲得產物，為無色硬質泡沫物，0.507克（94%）。

MS （ESP） : 345 （MH+）對 C16H20N6O3

XH-NMR （DMSO-d6） δ : 1.58 （m? IH） ； 1.70 （m, IH） ； 2.25-2.65 （m9 

6H） ； 3.67 （m5 2H） ； 3.90 （s, 3H） ； 4.31 （dd? 2H） ； 5.11 （m5 IH） ； 6.97-7.00 

（m5 2H） ； 7.73 （d5 IH） ； 8.03 （s， IH）・

中間物14

1・［2・（順式住））4疊氮基$｛［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 

氫毗咚亠基）乙基］7甲氧基喳喏啡-2（1H）-酮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4所述之程序，將7・甲氧基睦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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啡-2(1H)-酮(中間物15，0.528克，3.0毫莫耳)以氫化鈿(於油 

中，60%，132毫克)與甲烷磺酸2・順式(4・疊氮基-3・｛［第三-T 

基(二甲基)矽烷基摩基｝六氫毗 ＜ 亠基)乙酯(中間物6，3毫 

莫耳)處理，獲得產物，為硬質泡沫物，0.721克(52%)。 

MS (ESP) : 459 (MH+)對 C22H34N6O3 Si

1H-NMR (DMSO-d6) 5 : 0.03 與 0.05 (2xs，6H) ； 0.82 (s5 9H) ； 1.65 (m, 

2H) ； 2.25-2.70 (m, 6H) ； 3.70 (m, 1H) ； 3.90 (s, 3H) ； 3.83 (m5 1H)；

4.24 (m? 1H) ； 4.39 (m? 1H) ； 6.96-7.00 (m, 2H) ； 7.73 (m，1H) ； &02 (s, 

1H).

中間物15

7・甲氧基產喏嘛-2(1H)-酮

於8%氫氧化錮水溶液(132升)中，添加7・甲氧基二氫 

＜喏＜ -2(1H)-酮(中間物16，100克)，接著為3重量％過氧化 

氫在水中之溶液(1.17升)。將反應混合物慢慢加熱至80°C， 

並在此溫度下保持4小時。接著移除加熱源，並逐滴添加醋 

酸(150毫升)。將此懸浮液於室溫下攪拌過夜，並藉過濾收 

集已沉澱之固體，而得產物，為黃褐色固體(90克)。

MS (ESP) ： 177 (MH+)對 C9 H8N2O2

1H-NMR (DMSO-d6) δ : 3.83 (s, 3H) ； 6.76 (d? 1H) ； 6.90 (dd, 1H)；

7.67 (d, 1H) ； 7.97 (s，1H) ； 12.32 (brs? 1H)・

中間物16

7・甲氧基二 氫 谨喏啡-2(1H)-酮

於18升帕爾裝置中，使［(4-ψ氧基2硝基苯基)亞胺基］醋 

酸乙酯(中間物17)之懸浮液在55 psi下，於20重量％ Pd/C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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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含有〜50重量％水）存在下氫化，直到沒有任何氫被消 

耗為止（註：反應係為強放熱，且溫度應藉由調整再充填氫 

之速率，及經由冷卻系統，被控制在約60°C下）。排放反應 

混合物，於矽藻土餅上過濾，及在減壓下蒸發，獲得粗製 

固體，將其以MTBE （6升）研製，獲得產物，為黃褐色固體 

（400 克）。

MS （ESP） : 179 （MH+）對 0N2O2

】H・NMR （DMSO-d6） δ : 3.61 （m? 5H） ； 5.57 （m5 1H） : 6.35-6.40 （m5

2H） ； 6.60 （m5 1H） ； 10.13 （brs? 1H）・

關於中間物16之替代程序

使N・（4・甲氧基2硝基苯基）甘胺酸乙酯（中間物18，15.8克 

粗製物）溶於200毫升1 ： 1甲醇/醋酸中，以10% 4巴/碳（2克） 

處理，並在氫大氣下攪拌過夜。經過矽藻土過濾反應混合 

物，並使濾液濃縮至乾涸，獲得10.6克粗產物 > 為黃褐色固 

體。將其使用，無需進一步純化。

MS （ESP） ： 179 （MH+）對 C9H10N2O2

中間物17

［（4-ψ氧基2硝基苯基）亞胺基］醋酸乙酯

使4・甲氧基 2硝基苯胺（1公斤，5.95莫耳）與乙醛酸乙酯 

（1180毫升，50重量％，在甲苯中，5.95莫耳）在甲苯（10升） 

中之溶液，於Dean-Stark裝置中回流8小時，及在減壓下蒸發， 

獲得粗產物，為深褐色油，使用之而無需進一步純化。 

中間物18

N・（4・甲氧基2硝基苯基）甘胺酸乙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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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4-甲氧基2硝基苯胺(25.0克，0.15莫耳)、澳醋酸乙酯 

(200毫升，1.8莫耳)及碳酸鉀(31.1克，0.23莫耳)之混合物在 

150°C下加熱4.5小時。於冷卻至室溫後，添加氫氧化鈿水溶 

液(1M，600毫升)。以醋酸乙酯(2x500毫升)萃取此混合物。 

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至乾涸。於矽 

膠上，以己烷中之25-50%丙酮層析，獲得22.1克粗產物，為 

紅色固體。1 H NMR顯示〜20%二烷基化產物存在。使用此物 

質而無需進一步純化。

1H NMR (DMSO-d6) δ : 1.18-1.23 (t, 3H) ； 3.74 (s5 3H) ； 4.12-4.18 (q, 

2H) ； 4.23-4.25 (d5 2H) ； 6.90-6.93 (d5 1H) ； 7.25-7.29 (dd5 1H) ； 7.51-7.52 

(d5 1H) ； &23-8.27 (t? 1H)・

中間物19

順式(±)1・[2・(4・胺基氟基六氫毗味亠基)乙 基卜2・酮基二 

氫產< -7-甲月青

將順式(+){1-[2-(7-氯基-2-酮基< < -1(2Η)-基)乙基卜3・氟基六 

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20，397毫克，0.95 

毫莫耳)在氯仿(8毫升)中之溶液，於0°C下，以氯仿中之30% 

三氟醋酸(5毫升)處理。於室溫下5小時後，在減壓下移除 

溶劑，獲得產物之三氟醋酸鹽，將其帶至下一步驟，無需 

進一步純化。

MS (ESP) : 315 (MH+)對 C17H19FN4O

中間物20

順式住){1・[2・(7■亂基2酮基 < < ・1(2H)・基)乙基卜3・氟基六氫毗 

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127286 -86-



200831517

按關於中間物4所述，將2・酮基丄2-二氫< < 7甲睛(中間 

物5，0.3克，1・7毫莫耳)在DMF(10毫升)中之懸浮液，於室 

溫下，以氫化鈿與甲烷磺酸順式(±)2・{4-[(第三■丁氧譏基)胺 

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中間物21，〜1.7毫莫耳)處理。 

於矽膠上 > 以己烷/醋酸乙酯(2 ： 3)層析，獲得產物，為固 

體，397 毫克(73%)。

MS (ESP) : 415 (MH+)對 C22H27FN4O3

1H・NMR (DMSO-d6) δ : 1.37 (s, 9H) ； 1.48 (m, 1H) ； 1.67 (m? 1H)；

2.27 (m5 2H) ； 2.56 (m5 2H) ； 2.96 (m, 1H) ； 3.15 (m5 1H) ； 3.46 (m? 1H)；

4.34 (m5 2H) ； 4.60 (m5 1H) ； 6.77 (m5 1H) ； 6.91 (m5 1H) ； 7.64 (m5 1H)；

7.90 (m, 1H) ； 7.99 (m5 1H) ； 8.07 (s，1H)・

中間物21

甲烷磺酸順式仕)2・{4・[(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 

•1·基}乙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所述之程序，在三乙胺存在 

下，使順式(+)[3-氟基亠(2谨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 

三-丁酯(中間物22，314毫克，1.2毫莫耳)與氯化甲烷磺醯 

反應。將粗製甲烷磺酸酯使用於下一步驟，而未延遲。

中間物22

順式仕)[3・氟基亠(2・錘乙基)六氫毗噪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於順式住)[1-(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3- 

氟基六氫毗碇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23，530毫 

克，L4毫莫耳)在四氫咲喃(10毫升)中之溶液內，於0°C下， 

添加氟化四丁基銭(1M 在THF中，2.8毫升)。30分鐘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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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飽和碳酸氫鈿使反應淬滅，並以醋酸乙酯萃取兩次，以 

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以醋酸乙酯中之2.5%甲醇矽膠 

層析5獲得產物，為無色固體，314毫克(85%)。

】H・NMR (CDCl3-d) δ : 1.43 (s5 9H) ； 1.81 (m, 2H) ； 2.30 (m，1H)； 

2.36 (m5 1H) ； 2.59 (m? 2H) ； 2.75 (m, 1H) ； 2.95 (m? 1H) ； 3.24 (m, 1H)；

3.61 (m5 2H) ； 3.71 (m5 1H) ； 4.68 (m5 1H) ； 4.85 (m5 1H).

中間物23

順式住)［l-(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3-氟基六 

氫毗味彳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於室溫下，將順式仕)1-(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 

基｝乙基)氟基六 氫毗唳4胺(中間物24 2.8克，10.4毫莫

耳)與二碳酸二-第三■丁酯(3.4克，15.6毫莫耳)在四氫咲喃 

(50毫升)中合併。90分鐘後，在減壓下濃縮反應混合物。 

以己烷/醋酸乙酯(3 ： 2)矽膠層析，獲得產物，為無色油， 

3.2 克(82%)。

iH・NMR(CDC13・d)(5 : 0.03 (s，6H) ； 0.86 (s, 9H) ； 1.43 (s5 9H) ； 1.77 

(m5 2H) ； 2.25 (m, 1H) ； 2.37 (m, 1H) ； 2.58 (m? 2H) ； 2.95 (m5 1H)；

3.26 (m? 1H) ； 3.62 (m? 1H) ； 3.74 (m? 2H) ； 4.65 (m5 1H) ； 4.83 (m5 1H). 

中間物24

順式(+)1-(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氟基六 

氫毗噪4胺

使順式(士)荼基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 

基)氟基六氫毗唳彳基］胺基甲酸莘酯(中間物25，5.2克， 

10.4毫莫耳)在無水甲醇(15毫升)中，於氫氧化靶20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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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31毫克）上氫化24小時，然後經過矽藻土過濾，及在減 

壓下濃縮，而得產物，為無色油，2.8克。

中間物25

將順式住）莘基［1・（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3- 

氟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某酯

將順式（士）某基（3-氟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某酯鹽酸 

鹽（中間物26，4.3克，6」毫莫耳厂（2・漠基乙氧基）■第三-T 

基二甲基矽烷（9.8毫升，45.7毫莫耳）及碳酸錨（9.9克，30.4 

毫莫耳）在乙睛（150毫升）中之混合物於60°C下加熱過夜。過 

濾反應混合物，及在減壓下濃縮。以己烷/醋酸乙酯（3 ： 2） 

矽膠層析，獲得產物，為無色油，5.2克（91%）。

MS （ESP） ： 501 （MH+）對 C28H41FN2O3 Si

中間物26

順式（±）莘基（3・氟基六氫毗味基）胺基甲酸莘酯

於順式（±）4-｛ψ基［（莘氧基）辣基］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1- 

竣酸第三-丁酯（中間物27，6克，13.5毫莫耳）在二氯甲烷（50 

毫升）中之溶液內，於0°C下，添加二氧陸圜中之4N HC1 （6.8 

毫升）。將反應混合物於室溫下攪拌過夜。藉過濾收集沉澱 

物，而得產物，為無色固體，4.4克（86%）。

MS （ESP） ： 343 （MH+ ）對 C2 0H2 3 FN2 O2

中間物27

順式仕）4・佯基［佯氧基）疑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噪亠竣酸 

第三·丁酯

於順式（±）4-（^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l-Μ酸第三-丁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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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物28，1・1克，3.6毫莫耳)在二氧陸圜(20毫升)與飽和碳酸 

鈿(10毫升)中之混合物內，於0°C下，逐滴添加氯甲酸莘(0.76 

毫升，5.4毫莫耳)，並將反應混合物於0°C下攪拌1小時。 

添加醋酸乙酯(〜20毫升)與鹽水(〜20毫升)，並分離液層。將 

水相以醋酸乙酯萃取一次，並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鎂脫 

水乾燥，及在減壓下濃縮，獲得產物，為無邑固體5 1・4克 

(89%)。

MS (ESP) : 343 (-BOC, MH+)對 C25H31FN2O4

】H・NMR (CDCl3-d) δ : 1.46 (s5 9H) ； 1.46 (m? 1H) ； 2.00 (m，1H)；

2.91 (m? 2H) ； 4.33 (m, 4H) ； 4.86 (m5 2H) ； 5.16 (m，2H) ； 7.28 (m, 10H). 

中間物28

順式(+) 4・佯胺基)氟基六氫毗哽亠幾酸第三-丁酯

將3-氟基4酮基六氫毗唳-l-Μ酸第三■丁酯(中間物29 8.1

克，37.3毫莫耳厂莘胺(4.5毫升，41毫莫耳)及3A分子篩在 

二氯甲烷(150毫升)中之混合物，於0°C下，以三乙醯氧基硼 

氫化錮(11.8克，56毫莫耳)分次處理。將反應混合物於室溫 

下攪拌30分鐘，然後過濾。添加飽和碳酸氫錮水溶液，並 

分離液層。將水層以二氯甲烷萃取一次。使合併之有機相 

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在減壓下濃縮。以己烷/醋酸乙酯(3 ：

2)矽 膠層析，獲 得產物，為灰白色固體，6.9克(60%)。

MS (ESP) : 309 (MH+)對 C17H25FN2O2

中間物29

3・氟基4酮基六氫毗唳亠幾酸第三■丁酯

將4・[(三甲基矽 烷基)氧基卜3,6-二氫毗 唳4(2H)-M酸第三-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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酯(中間物30，14克，51毫莫耳)在乙月青(200毫升)中之溶液， 

於0°C下，以SELECTFLUOR™ (20克，57毫莫耳)分次處理。 

將反應混合物於O°c下攪拌30分鐘，接著以醋酸乙酯稀釋， 

以飽和氯化錮洗滌，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以己烷/ 

醋酸乙酯(3： 2)矽膠層析，獲得產物，為無色油，8.1克(72%)。 

1H-NMR (CDCl3-d) δ : 1.48 (s, 9H) ； 2.56 (m? 2H) ； 3.22 (m, 2H)； 

4.18 (m, IH) ； 445 (m, IH) ； 4.72 (m, IH).

中間物30

4・[(三甲基矽 烷基)氧基卜3炉二 氫毗 咲J(2H)・竣 酸第三■丁酯

將酮基亠六氫毗唳幾酸第三-丁酯(11克，55毫莫耳)與三 

乙胺(1&5毫升，132毫莫耳)在DMF (40毫升)中之混合物，於 

0°C下，以氯基三甲基矽烷(8.4毫升，66毫莫耳)逐滴處理。 

將反應混合物在80°C下加熱過夜，然後冷卻至室溫。添加 

飽和碳酸氫鈿，並將產物以己烷萃取兩次。使合併之有機 

萃液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而得14克(93%)產物，為 

黃色油。

1H-NMR (CDC13) δ : 0.18 (s5 9H) ； 1.45 (s5 9H) ； 2.09 (m5 2H) ； 3.51 

(m, 2H) ； 3.86 (m5 2H) ； 4.78 (m5 IH).

中間物31

1.｛2-[(3S,4R).4-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谨 

喏 < ・2(1H)■酮

將｛(3S54R)-3-甲氧基-l-[2-(7-甲氧基-2-酮 基 < 喏 < ・1(2H)・基) 

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32，420毫 

克，0.97毫莫耳)在二氯甲烷(50毫升)中之溶液以三氟醋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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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毫升)處理。1小時後，使反應物濃縮至乾涸。使殘留物 

溶於氯仿中之15%甲醇(30毫升)內，並以飽和碳酸氫鈿溶液 

洗滌。將水層以15%甲醇/氯仿(4x30毫升)再萃取。使合併 

之有機相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至乾涸，獲得310毫克 

(97%)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33 (MH+)對 C17H24N4O3

中間物32

{(3S，4R)・3・甲 氧基·l-[2-(7-甲 氧基-2-R基產喏嘛J(2H)・基)乙基] 

六氫毗除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7・甲氧基睦喏啡-2(1H)-酮(中間物15，320毫克，1.79毫莫 

耳)在無水DMF (10毫升)中之溶液，於氮氣下，在冰浴中冷 

卻，並以氫化鈿(60%，於油中，86毫克，2.15毫莫耳)處理。 

將反應物於室溫下攪拌〜90分鐘。使反應物於冰浴中再一次 

冷卻，並以甲烷磺酸2-{(3S54R)-4-[(第三■丁氧 炭基)胺基卜3-甲 

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在無水DMF中之溶液(中間物33， 

-0.20毫莫耳/毫升，1.97毫莫耳)處理。將反應物於室溫下攪 

拌過夜，然後在減壓下濃縮至乾涸。使殘留物於醋酸乙酯 

與水之間作分液處理。將水相以醋酸乙酯再萃取2x。使合 

併之有機層以硫酸鎂脫水乾燥。於矽膠上，以15・25%丙酮 

在己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420毫克(55%)產物，為無色固 

體。

MS (ESP) : 433 (MH+)對 C22H32N4O5

iHNMR(DMSO・d6)5 : 1・38(S，9H)； 1.43-1.51 (m? IH) ； 1.57-1.72 (m? 

IH) ； 2.20-2.40 (m? 2H) ； 2.55-2.66 (m, 2H) ； 2.67-2.78 (m5 IH) ； 2.8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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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1H） ； 3.18 （s? 3H） ； 3.29 （s, 1H） ； 3.51-3.65 （m, 1H） ； 3.92 （s5 3H）； 

4.24443 （m，2H） ； 6.40 （d, 1H） ； 6.96-7.05 （m, 2H） ； 7.75 （d? 1H） ； &04 

（S, 1H）.

中間物33

甲烷磺酸2・｛（3S，4R）4［（第三■丁氧软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 

唳基｝乙酯

將［（3S54R）-l-（2-M乙基）-3-T氧基六氫毗 唳4基］胺基甲酸第 

三·丁酯（中間物34，540毫克，1.97毫莫耳）在無水二氯甲烷 

（20毫升）中之溶液，於0°C下，以三乙胺（0.3S毫升，2.76毫莫 

耳），接著以氯化甲烷磺醯（0.18毫升，2.36毫莫耳）處理。15 

分鐘後，TLC顯示起始物質完全被消失。以磷酸鉀緩衝劑 

（1M，pH 7）使反應淬滅。將水相以二氯甲烷再萃取（lx）。將 

醋酸乙酯添加至合併之有機相中。在減壓下移除二氯甲烷， 

留下產物在醋酸乙酯溶液中。以水洗滌此有機相，以移除 

任何殘留之鹽。將水相以醋酸乙酯再萃取（lx）。使合併之有 

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及過濾。將無水DMF （10毫升）添 

加至濾液中。在減壓下移除醋酸乙酯，留下DMF中之產物， 

將其直接使用於下一步驟，無需進一步純化。

中間物34

［（3S,4R）-l-（2-M乙 基）・3・甲氧基六 氫毗旄 4基］胺基甲 酸第三- 

T酯

使2-［（3S，4R）・4・（二苓基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醇 

（中間物35，940毫克，2.66毫莫耳）與二碳酸二-第三■丁酯 

（0.67毫 升，2.92毫莫耳）在甲醇（100毫升）中之 溶液於20%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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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鈿/碳(240毫克)上氫化過夜。經過矽藻土過濾反應混合 

物，及在減壓下濃縮至乾涸。於矽膠上，以氯仿中之2-10% 

甲醇層析，獲得540毫克(74%)產物，為無色油。

iHNMR(DMSO・d6)5 : 1.38 (s,9H)； 1.43-1.50 (m5 IH)； 1.58-1.73 (m5 

IH) ； 2.15 (d? 2H) ； 2.37 (t? 2H) ； 2.54-2.64 (m, IH) ； 2.75-2.88 (m, IH)；

3.22 (s, 3H) ； 3.27-3.32 (m, IH) ； 3.41-3.59 (m? 3H) ； 4.37 (t，IH) ； 6.35 

(d, IH).

中間物35

2-[(3S,4R)-4-(—竿基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醇

與

中間物36

2-[(3R,4S)-4-(—莘基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唉:亠基]乙醇

類似關於中間物7所述，使順式(士)NN二莘基甲氧基六 

氫毗 唳胺(1.7克，5.5毫莫耳)(WO 2005/068461)、澳 基乙醇 

(0.5毫升，7.1毫莫耳)及N,N・二異丙基乙胺(1.4毫升，8.3毫莫 

耳)之混合物反應，但在70°C下加熱一小時。於矽膠上，以 

含有0.25%氫氧化銭之二氯甲烷中之5%甲醇層析，獲得1.3 

克(68%)順式-外消旋產物，為無色固體。

MS (ESP) : 355 (MH+)對 C22H30N2O2

1H NMR (DMSO-d6) d : 1.44-1.58 (m，IH)； 1.64 (d，IH)； 1.79-2.08 (m? 

2H) ； 2.32 (t, 2H) ； 2.36-2.45 (m, IH) ； 2.88 (d, IH) ； 3.13 (d, IH) ； 3.30 

(s, 3H)； 3.40-3.49 (m? 2H)； 3.56 (s，IH)； 3.59-3.87 (m5 4H)； 4.34 (s5 IH)； 

7.11-7.24 (m, 2H) ； 7.24-7.40 (m? 8H)・

對掌異構物係於對掌性元件OJ管柱(250 x 20毫米，10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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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上，藉由對掌性層析分離，以1 ： 1甲醇/乙醇與0.1%二 

乙胺，在10毫升/分鐘流率下溶離。(・)異構物(中間物36)係 

首先溶離出，接著為什)異構物(中間物35)。

中間物37

1・｛2・［(3R，4S)4胺基甲氧基六氫毗味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陸 

喏 < ・2(1H)・酮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1所述之程序，使｛(3R,4S)・3-甲 

氧基甲氧基-2-酮基口奎喏口林-1(2H)-基)乙基］六 氫毗口定-4- 

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38，100毫克，0.23毫莫耳) 

與三氟醋酸反應，獲得70毫克(91%)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33 (MH+)對 C17H24N4O3

中間物38

｛(3R，4S)・3・甲氧基甲氧基酮基產喏嘛-1(2H)・基)乙基］ 

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2所述之程序，使7・甲氧基谨 

喏口林・2(1H)-酮(中間物15，530毫克，3.00毫莫耳厂 甲烷磺酸 

2-｛(3R?4S)-4-［(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 

酯(中間物39，〜0.33毫莫耳/毫升，3.30毫莫耳)及氫化錮 

(60%，於油中，140毫克，3.60毫莫耳)反應。將粗產物藉急 

驟式層析純化，以己烷中之25%丙酮溶離，獲得540毫克 

(42%)產物，為灰白色固體。

MS (ESP) : 433 (MH+)對 C22H32N4O5

1HNMR(DMSO-d6) δ : 1.38 (s，9H)； 1.42-1.50 (m，1H)； 1.57-1.72 (m? 

1H) ； 2.20238 (m, 2H) ； 2.60 (t，2H) ； 2.68-2.78 (m? 1H) ； 2.79293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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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H) ； 3.18 (s, 3H) ； 3.25-3.31 (m5 IH) ； 3.50-3.67 (m, IH) ； 3.92 (s, 3H)； 

4.23442 (m，2H) ； 6.41 (d，IH) ； 6.96-7.07 (m? 2H) ； 7.75 (d，IH) ； 8.04 

(S, IH).

中間物39

甲烷磺酸2・{(3R，4S)4［(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 

味-1·基}乙酯

按關於 中間物33所述，使［(3R54S)-l-(2-M乙基)-3-Ψ氧基六 

氫毗唳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40，0.91克，3.3毫 

莫耳)、三乙胺(0.64毫升，4.62毫莫耳)及氯化甲烷磺醯(0.31 

毫升，3.99毫莫耳)反應。將此粗產物直接使用於下一步驟 

中，無需進一步純化。

中間物40

［(3R,4S)-l-(2-M乙基)-3-f氧基六 氫毗唳基］胺基甲酸第三· 

T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4所述 之程序，使2・［(3R，4S)・4・ 

(二芾基胺基)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醇(中間物36，3.2 

克，9.0毫莫耳)反應、獲得1・7克(68%)產物，為無色油。 

iHNMR(DMSO・d6)d : 1.38 (s, 9H)； 1.42-1.50 (m5 IH)； 1.58-1.73 (m5 

IH) ； 2.11-2.21 (m5 2H) : 2.38 (t? 2H) : 2.55-2.66 (m5 IH) ； 2.77289 (m, 

IH) ； 3.23 (s, 3H) ； 3.28-3.33 (m, IH) ； 3.41-3.59 (m5 3H) ； 4.38 (s, IH)； 

6.36 (d5 IH).

中間物41

l-{2-［(3S,4R)-4-胺 基甲 氧基六 氫毗味 亠基］乙 基卜2・酮基-1,2- 

二氫產口林-7-甲月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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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1所述之程序，使｛(3S54R)-1-R- 

⑺氯基2酮基 < < ・1(2H)・基)乙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4基｝胺 

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42，370毫克，0.87毫莫耳)與三氟 

醋酸在二氯甲烷中反應，獲得300毫克(定量)粗產物，為油 

狀物。

MS (ESP) : 327 (MH+)對 C18H22N4O2

中間物42

｛(3S，4R)亠［2・(7■氟基 2酮基 < < ・1(2H)・基)乙基卜3・甲氧基六氫 

毗除・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2所述之程序，使2・酮基・1,2・二 

氫谨咻7甲月青(中間物5，370毫克，2.20毫莫耳)、甲烷磺酸 

2・｛(3S,4R)4［(第三-丁氧譏基)胺基］-3-T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 

酯(中間物33，〜0.24毫莫耳/毫升，2.40毫莫耳)及氫化鈿 

(60%，於油中，110毫克，2.60毫莫耳)反應。於矽膠上，以 

己烷中之25-35%丙酮層析，獲得370毫克(39%)產物，為灰白 

色固體。

MS (ESP) : 427 (MH+)對 C23H30N4O4

iHNMR(DMSO・d6)δ : 1.38 (s，9H)； 1.42-1.51 (m5 1H)； 1.57-1.71 (m, 

1H) ； 2.18-2.40 (m5 2H) ； 2.56 (t, 2H) ； 2.65276 (m5 1H) ； 2.78-2.90 (m5 

1H) ； 3・18(s, 3H)； 3.27(s, 1H)； 3.58 (s, 1H) ； 4.30-4.46 (m, 2H) ； 6.37 

(d, 1H) ； 6.78 (d? 1H) ； 7.66 (dd5 1H) ； 7.91 (d5 1H) ； &01 (d5 1H) ； &09 

(S, 1H).

中間物43

l-｛2-［(3R,4S)-4-胺基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2・酮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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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氫睦啄7甲Μ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1所述之程序，使｛（3R?4S）-b［2- 

（7-氯基2酮基< < -1（2H）-基）乙基］-3-ψ氧基六氫毗唳4基｝胺 

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44，320毫克，0.75毫莫耳）與三氟 

醋酸反應，獲得250毫克（定量）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27 （MH+）對 C18H22N4O2

中間物44

｛（3R4S）亠［2・（7■亂基 2酮基睦 < 基）乙基卜3・甲氧基六氫
• 毗唉.-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3R，4S）亠［2・（7■漠 基 2酮 基< < -1（2H）-基）乙 基卜3・甲氧基 

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45，460毫克，0.98 

毫莫耳）與氯化鉀（96毫克，1.5毫莫耳）在乙月青（10毫升）中之 

混合物脫氣，並以氮滌氣（3次）。添加氯化三丁基錫（14微升 

/毫升，在庚 烷中，0.90微升，0.003毫莫耳）、4,5・雙（二苯基 

Μ基）99 ■二甲基二苯并哌喃（3毫克，0.005毫莫耳）及參（二苯

— 亞甲基丙酮）二鈍（0） （5毫克，0.005毫莫耳）之溶液。使混合V
物脫氣3χ，並於室溫下攪拌30分鐘。使混合物再一次脫氣， 

接著加熱至80°C過夜。LC/MS顯示不完全轉化成產物。添加 

更多氯化三丁基錫（14微升/毫升，在庚烷中，0.90微升，0.003 

毫莫耳）、4,5・雙（二苯基瞬基）・9,9・二甲基二苯并哌喃（3毫克， 

0.005毫莫耳）及參（二苯亞甲基丙酮）二齟（0） （5毫克，0.005毫 

莫耳）。將反應物再一次攪拌過夜，而造成完全轉化成產物。 

以二氯甲烷稀釋反應物。以水洗滌有機相。將水相以二氯 

甲烷再萃取4x。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錮脫水乾燥，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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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於矽膠上，以己烷中之25-35%丙酮層析，獲得320毫克 

(76%)產物，為黃色固體。

MS (ESP) : 427 (MH+)對 C23H30N4O4

iHNMR(DMSO・d6)δ : 1.33-1.41 (m, 9H)； 1.42-1.50 (m? 1H)； 1.56-1.73 

(m5 1H) ； 2.17-2.41 (m? 2H) ； 2.57 (t5 2H) ； 2.64276 (m? 1H) ； 2.78-2.91 

(m5 1H) ； 3.13-3.22 (m5 3H) ； 3.25-3.30 (m5 1H) ； 3.52-3.66 (m5 1H)； 

4.29444 (m, 2H) ； 6.38 (d? 1H) ； 6.79 (d5 1H) ； 7.65 (dd? 1H) ； 7.92 (d5 

1H) ； 8.01 (d, 1H) ； 8.09 (d，1H)・

中間物45

{(3R，4S)亠［2・(7■澡基 2酮基產唏・1(2H)・基)乙基卜3・甲氧基六氫 

毗噪・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2所述之程序，使7-澳基< < 

-2(1H)-酮(中間物46 ，450毫克，2.00毫莫耳)、甲烷磺酸 

2-{(3R?4S)-4-［(第三■丁氧幾基)胺基］-3-ψ氧基六氫毗 唳亠基}乙 

酯(中間物39，〜0.23毫莫耳/毫升，2.30毫莫耳)及氫化錮 

(60%，於油中100毫克，2.61毫莫耳)反應。將粗產物藉急 

驟式層析純化，以15-30%丙酮在己烷中之梯度液溶離，獲 

得460毫克(48%)產物，為灰白色固體。

MS (ESP) : 480/482 (MH+ )對 C? 2 H3 0 BrN3 O4

iHNMR(DMSO・d6)δ : 1.36-1.41 (m5 9H)； 1.43-1.52 (m，1H)； 1.59-1.75 

(m? 1H) ； 2.20-2.38 (m? 2H) ； 2.54 (t3 2H) ； 2.63275 (m，1H) ； 2.77-2.89 

(m5 1H) ； 3.16-3.23 (m, 3H) ； 3.26-3.32 (m? 1H) ； 3.52-3.68 (m3 1H) ； 4.33 

(t5 2H)； 6.40 (d, 1H)； 6.64 (d5 1H)； 7.44 (dd, 1H)； 7.68 (d, 1H)； 7.73-7.78 

(m5 1H) ； 7.91 (d5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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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物46

7・澳基＜ ＜ -2（1H）-酮

將（2E）・N-（3・澳苯基）-3・苯基丙烯醯胺（中間物47，16克，53 

毫莫耳）與三氯化鋁（31.8克，238毫莫耳）在氯苯（100毫升） 

中，於90°C浴溫下加熱一小時。使反應混合物冷卻至室溫， 

並傾倒在冰上。將其攪拌，直到冰已完全熔化為止，過濾 

混合物，並以水與醋酸乙酯洗滌，獲得粗產物，為稍微褐 

色固體，在具有較少產物5・澳基產啡-2（1H）-酮（〜3 : 2）之混合 

物中，8.8克（70%）。此混合物不能被分離。將混合物在氯化 

磷醯（50毫升）中，於65°C下加熱一小時。使反應混合物冷卻 

至室溫，並傾倒在冰上。使其在0°C下，以碳酸鈿小心中和， 

於醋酸乙酯（300毫升）中萃取，以鹽水洗滌，以硫酸錮脫水 

乾燥，及濃縮，而得7-澳基2氯產口林與5・澳基2氯口奎咻之粗 

製混合物。使混合物溶於二氯甲烷（100毫升）中，以矽膠（〜20 

克）處理，過濾，並以二氯甲烷洗滌濾餅。將濾液與洗液合 

併，及濃縮。使殘留物自甲苯/己烷（〜70毫升，1 ： 1）結晶， 

提供純7・澳基・2-氯＜ ＜，3.74克，為無色固體，熔點113°C。 

1H-NMR （DMSO-d6 ） δ : 7.63 （d, J 8.4 Hz5 1H） ； 7.81 （dd? J &4, 1.6 Hz, 

1H）； 8,03 （d5 J 8.4 Hz, 1H）； 8.18 © J 1.6 Hz, 1H）； 8.48 （d5 J 8.4 Hz, 1H）・ 

MS （ESP） : 242/244/246 （MH+）對 C9H5BrClN

將此氯化物在5M HC1 （100毫升）與二氧陸圜（10毫升）中， 

於回流下加熱1小時。使其冷卻5過濾，並以水洗滌5而得 

標題化合物2.89克，為無色固體，熔點295°c。

MS （ESP） ： 224.13/226.13 （MH+）對 C9H6B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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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NMR (DMSO-d6) δ : 6.51 (d, J 9.6 Hz, 1H) ； 7.32 (dd5 J &6, 1.6 Hz5 

1H) ； 7.46 (d5 J 1.6 Hz，1H) ； 7.61 (d? J 8.6 Hz5 1H) ； 7.88 (d5 J 9.6 Hz, 

1H) ； 11.80 (brs, 1H).

中間物47

(2E)・N・(3・澳 苯基)・3・苯基丙烯醯胺

於3・湊基苯胺(13.1毫升，120毫莫耳)在二氯甲烷(100毫升) 

與2,6■二甲基毗唳(21毫升，180毫莫耳)中之溶液內，於0°C 

下，逐滴添加氯化桂皮醯(20克，120毫莫耳)在二氯甲烷(50 

毫升)中之溶液。使反應混合物達到室溫，並攪拌2小時。 

以磷酸鉀緩衝劑(100毫升，1M pH 7)使反應淬滅，並攪拌 

15分鐘。在減壓下移除二氯甲烷，並將其以醋酸乙酯萃取。 

以磷酸鹽緩衝劑(類似上述，200毫升)洗滌有機相，以硫酸 

鈿脫水乾燥5及濃縮至乾涸。使殘留物自甲苯/己烷結晶5 

獲得產物，為無色固體(33.4克，92%)。

MS (ESP) ： 302/304 (MH+ )對 C15H12BrNO

1H-NMR (DMSO-d6) δ : 6.79 (d5 1H)； 7.23-7.70 (m5 9H)； &07 (s，1H)； 

10.38 (s, 1H)・

中間物48

l-｛2-［(3S94S)-4-胺基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哇 

喏 < -2(1H)-酮

按關於中間物31所述，使｛(3S54S)-3-甲氧基甲氧基2 

酮基 < 喏< -1(2H)-基)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 

酯，(-)反式對掌異構物(中間物49，190毫克，0.44毫莫耳) 

與三氟醋酸反應，獲得140毫克(93%)粗產物，為油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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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ESP) : 333 (MH+)對 C17H24N4O3

中間物49

｛(3S,4S)・3・甲氧基亠［2・(7・甲氧基2酮基谨喏喙基)乙基］ 

六氫毗唉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 

與

中間物50

｛(3R，4R)・3■甲 氧基亠［2・(7・甲 氧基 2酮基哇喏＜ -1(2H)・基)乙基］ 

六氫毗噪彳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2所述之程序，使7・甲氧基＜ 

喏啡-2(1H＞酮(中間物15，430毫克，2.45毫莫耳)、甲烷磺酸 

2-｛反式(+ )-4-［(第三-丁氧炭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口定-1-基｝ 

乙酯(中間物51，〜0.27毫莫耳/毫升，2.70毫莫耳)及氫化鈿 

(60%，於油中110毫克，2.70毫莫耳)反應。將粗產物藉急 

驟式層析純化，以15-35%丙酮/己烷之梯度液溶離，獲得490 

毫克(45%)產物之外消旋混合物，為灰白色固體。

MS (ESP) : 433 (MH+)對 C22H32N4O5

1H NMR (DMSO-d6) δ : 1.21-1.33 (m, 1H)； 1.37 (s5 9H)； 1.63-1.74 (m? 

IH)； 1.78 (t5 IH)； 2.01 (t? IH)； 2.62 (t, 2H)； 2.80-2.90 (m, IH)； 2.96-3.06 

(m, IH) ； 3.07-3.18 (m? IH) ； 3.22-3.29 (m? 4H) ； 3.93 (s, 3H) ； 4.27443 

(m3 2H) ； 6.78 (d? IH) ； 6.96-7.06 (m5 2H) ； 7.75 (d, IH) ； 8.05 (s, IH).

將對掌異構物之混合物於Chiralpak AD-Η管柱(250 x 21毫 

米，5微米)上藉超臨界流體層析分離，以20%異丙醇/0.1% 

二甲基乙胺之恒定組成梯度液，在60毫升/分鐘之流率下溶 

離。這獲得190毫克｛(3S，4S)・3-甲氧基-1-［2-(7·甲氧基2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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喏口林-1(2H)-基)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 

物49)(第一個溶離之化合物(-)反式對掌異構物)與190毫克 

｛(3R,4R)-3・甲氧基-1-(2-(7-甲氧基2酮基 < 喏 < ・1(2H)・基)乙基］ 

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50)(第二個溶離 

之化合物什)反式對掌異構物)。

中間物51

甲烷磺酸2-｛反式(+)-4-［(第三■丁氧隸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 

毗咬基｝乙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3所述之程序，使［反式住)亠(2・ 

超乙基)甲氧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 

物52，0.74克，2.7毫莫耳)、三乙胺(0.53毫升，3.78毫莫耳) 

及氯化甲烷磺醯(0.25毫升，3.24毫莫耳)反應。將此粗產物 

直接使用於下一步驟中，無需進一步純化。

中間物52

［反式(±)-ί-(2-Μ乙基)-3-Ψ氧基六氫毗噪4基］胺基甲酸第三· 

Τ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7所述之程序，使［反式(±)・3■甲 

氧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53，1.1克， 

4・8毫莫耳)、2・澳基乙醇(0.44毫升，6.2毫莫耳)及乙基(二異 

丙基)胺(1.25毫升，7.2毫莫耳)反應，獲得0.74克(57%)產物， 

為無色油。

iHNMR(DMSO・d6)5 : 1.244.34 (m5 1H)； 138 (s,9H)； 1.62-1.77 (m?

2H) ； 1.82-1.97 (m? IH) ； 2.38 (t5 2H) ； 2.73 (d3 IH) ； 2.98-3.18 (m, 3H)；

3.27 (s, 3H) ； 3.46 (q? 2H) ； 4.39 (t，IH) ； 6.78 (d?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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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物53

阪式(±)・3-甲氧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反式(+ )-4-[(第三■丁氧炭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1- 

幾酸莘酯(中間物54，0.98克，2.69毫莫耳)在甲醇(50毫升) 

中，於10% Pd/C (400毫克)上，在常壓下氫化。1小時後，經 

過矽藻土過濾反應混合物。使濾液濃縮至乾涸，獲得0.61 

克(98%)產物，為無色油。

^NMRfDMSO-dJ δ : 1.14-1.29 (m? 1H) ； 1.34-1.42 (m5 9H) ； 1.68 

(d5 1H) ； 2.11 (dd5 1H) ； 2.26-2.38 (m? 1H) ； 2.71-2.82 (m? 1H) ； 2.86298 

(m5 1H) ； 3.14-3.21 (m? 3H) ； 3.26 (s5 3H) ； 6.75-6.86 (m? 1H)・

中間物54

反式住)-4-((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味幾酸 

芾酯

使反式(+)-4-[(第三■丁氧软基)胺基卜3-務基六氫毗唳亠幾 

酸荼酯(中間物55，1.0克，2.86毫莫耳)懸浮於10毫升甲苯 

中，並以氫氧化鈿水溶液之50重量％溶液(6毫升)，接著以 

硫酸二甲酯(0.33毫升，3.43毫莫耳)與莘基三乙基氯化銭(催 

化量)處理。將反應物激烈攪拌一小時。以冰使反應淬滅。 

分離液相。將水相以醋酸乙酯再萃取。使合併之有機相以 

硫酸鈿脫水乾燥，及濃縮至乾涸。於矽膠·上，以己烷中之 

25-50%丙酮層析，獲得0.78克(78%)產物，為無 色油。

MS (ESP) : 365 (MH+)對 C19H28N2O5

1H NMR (DMSO-d6) δ : 0.55-0.68 (m5 10H) ； 1.04-1.19 (m，1H)；

2.17246 (m, 2H) ； 2.55-2.64 (m5 2H) ； 2.67-2.80 (m5 1H) ； 2.85-3.07 (m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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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 ； 3.10-3.31 (m5 1H) ； 4.09 (s, 3H) ； 4.32 (s5 2H) ； 6.45-6.61 (m, 5H). 

中間物55

反式(+>44(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殛基六氫毗唳亠幾酸莘酯

將反式(±)4胺基-3-m基六氫毗唳亠幾酸Ψ酯(WO 2005/ 

066176，3.0克，12.0毫莫耳)、二碳酸二■第三■丁酯(2.9克， 

13.2毫莫耳)及碳酸氫錮(3.0克，36.0毫莫耳)在醋酸乙酯/水 

(1 - 1，100毫升)中之混合物激烈攪拌過夜。分離兩相混合 

物。將水相以醋酸乙酯再萃取lx。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 

鈿脫水乾燥，及濃縮至乾涸，獲得4.2克產物，為無色固體。 

使用此物質而無需進一步純化。

1H NMR (DMSO-d6 ) δ : 1.15-1.32 (m, 1H)； 1.35-1.42 (m5 9H)； 1.71-1.83 

(m, 1H) ； 2.60-2.79 (m? 1H) ； 2.82-2.98 (m? 1H) ； 3.15-3.29 (m, 2H)； 

3.74-3.86 (m5 1H) ； 3.88-3.98 (m，1H) ； 5.00 (d? 1H) ； 5.04-5.08 (m5 2H)； 

6.73 (d, 1H) ； 7.25-7.42 (m5 5H).

中間物56

l-｛2-［(3R,4R)-4-胺基 3甲氧基六氫毗噪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唆 

喏 < -2(1H)-酮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1所述之程序，使｛(3R,4R)・3-甲 

氧基亠［2・(7・甲氧基 2酮基 < 喏口林-1(2H)-基)乙基］六氫毗唳-4- 

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什)反式對掌異構物(中間物50，190 

毫克，0.44毫莫耳)與三氟醋酸反應，獲得150毫克(定量) 

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33 (MH+)對 C17H24N4O3

中間物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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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胺基-3-Μ基六氫毗味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睦喏唏 

-2(1Η)-酮，反式對掌異構物A

按關於中間物31所述，使｛(3-M基-1-P-C7-甲氧基2酮基＜ 

喏啡-1(2H＞基)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 

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58，130毫克，0.31毫莫耳)與三氟 

醋酸反應，獲得78毫克(79%)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19 (MH+)對 C16H22N4O3

中間物58

｛3-M基-l-［2-(7-甲氧基2酮基產喏啡-1(2H)-基)乙基］六氫毗噪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 

與.

中間物59

｛3・殛基甲 氧基酮基口奎喏口林-1(2Η)-基)乙基］六氫毗噪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Β

將｛反式(±)-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1-［2-(7-甲 

氧基 2酮基 ＜ 喏啡-1(2Η)-基)乙基］六氫毗唳 4基｝胺基甲酸 

第三-丁酯(中間物60，0.60克，1.13毫莫耳)在THF (20毫升) 

中之溶液，於0°C下，以氟化四丁基銭在THF中之溶液(1M， 

2.2毫升)處理。將反應物於室溫下攪拌2小時，然後在減壓 

下濃縮至乾涸。使粗製殘留物溶於醋酸乙酯中。以水洗滌 

有機相。將水相以醋酸乙酯再萃取3次。使合併之有機相以 

硫酸錮脫水乾燥，及濃縮。於矽膠上，以二氯甲烷中之0-5% 

甲醇層析，獲得0.27克所要之產物與0.12克6乙醯化副產 

物。使此副產物溶於甲醇中，並以催化量之碳酸鉀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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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其在室溫下攪拌一小時，而造成完全轉化成醇。使反應 

混合物濃縮至乾涸。使殘留物於磷酸鉀水溶液緩衝劑(pH 

=7)與醋酸乙酯之間作分液處理。以醋酸乙酯再萃取2x水 

相。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過濾，及濃縮至 

乾涸，獲得另外100毫克所要之(總計79%)產物。

MS (ESP) : 419 (MH+)對 C21H30N4O5

1HNMR(DMSO46)5 : 1.18-L33 (m5 IH)； L38 (s3 9H)； 1.63-1.77 (m? 

IH) ； 1.86 (t, IH) ； 1.97 (t? IH) ； 2.54-2.64 (m, 2H) ； 2.80-2.93 (m, IH)； 

2.96-3.09 (m9 2H)； 3.23 (dd, IH)； 3.92 (s, 3H)； 4.32 (t5 2H)； 4.67 (d, IH)；

6.62 © IH) ； 6.94-7.06 (m? 2H) ； 7.69-7.79 (m? IH) ； 8.04 (s, IH).

將對掌異構物之混合物於Chiralpak AD-H管柱(250 x 21毫 

米，5微米)上藉超臨界流體層析分離，以25%異丙醇/0.1% 

二甲基乙胺之恒定組成梯度液，在60毫升/分鐘之流率下溶 

離。這獲得130毫克｛3-M基亠［2・(7-甲氧基2酮基 < 喏咻 

-1(2H)-基)乙基］六氫毗<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 

掌異構物A (中間物58，第一個溶離之對掌異構物)與130毫 

克｛(3-M基亠［2・(7・甲氧基2酮基 < 喏< -1(2H)-基)乙基］六氫毗 

<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B (中間物 

59，第二個溶離之對掌異構物)。

中間物60

｛反式(±)・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亠［2・(7■甲氧基-2- 

酮基诿喏麻-1(2H)-基)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2所述之程序，使7・甲氧基產 

喏ρ林-2(1H)-酮(中間物15 430毫克，2.43毫莫 耳)、甲烷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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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反式(+ )-4-［(第三-丁氧摄基)胺基卜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 

烷基］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中間物61，〜0.27毫莫耳/毫 

升，2.70毫莫耳)及氫化鈿(60%，於油中，110毫克，2.70毫 

莫耳)反應。將粗產物藉急驟式層析純化，以10-25%丙酮/ 

己烷之梯度液溶離，獲得600毫克(46%)產物，為灰白色固體。 

MS (ESP) : 533 (MH+)對 C27H44N4O5 Si

】H NMR (DMSO-d6) δ : 0Ό0 (s, 6Η) ； 0.79 (s? 9H) ； 133 (s，9H)； 

1.37-1.47 (m, IH) ； 1.49-1.59 (m, IH) ； 1.87 (t5 IH) ； 1.95-2.07 (m, IH)； 

2.55-2.66 (m, 2H) ； 2.77289 (m5 IH) ； 2.92-3.02 (m9 IH) ； 3.11 (s5 IH)； 

3.30-3.40 (m, IH)； 3.89 (s，3H)； 4.17-4.41 (m5 2H)； 6.57 (d, IH)； 6.91-7.04 

(m5 2H) ； 7.72 (d，IH) ； 8.01 (s，IH)・

中間物61

甲烷磺酸2・(反式(±)-4-((第三■丁氧疑基)胺基卜3・｛［第三■丁基 

(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3所述之程序，使［反式(+)-3-

｛［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1-(2-Μ乙基)六氫毗唳-4- 

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62，1.0克，2.7毫莫耳)、三 

乙胺(0.52毫升，3.74毫莫耳)及氯化甲烷磺醯(0.25毫升，3.21 

毫莫耳)反應。將此粗產物直接使用於下一步驟中，無需進 

一步純化。

中間物62

［反式(±)-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六 

氫毗唳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7所述之程序，使(反式(±)-3-｛［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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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 

丁酯（中間物63，1.3克＞ 3.9毫莫耳）、2・澳基乙醇（0.36毫升， 

5.1毫莫耳）及乙基（二異丙基）胺（1.0毫升，5.9毫莫耳）反應， 

獲得1・0克（67%）所要之產物。

XH NMR （DMSO-d6） δ : 0.00 （s? 6H） ； 0.79 （s5 9H） ； 1.33 （s? 9H）； 

1.39 （dd? 1H） ； 1.46-1.58 （m, 1H） ； 1.71-1.82 （m? 1H） ； 1.82-1.93 （m? 1H）； 

233 （t，2H）： 272 （d, 1H）； 2.80-2.90 （m? 1H）； 299316 （m, 1H）； 3.32-3.47 

（m5 3H） ； 4.36 （t, 1H） ； 6.56 （d，1H）.

中間物63

（反式仕）・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六氫毗唳-4-基） 

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反式（±）-4-［（第三-丁氧幾基）胺基卜3-｛［第三-丁基（二甲基） 

矽烷基］氧基｝六氫毗唳亠幾酸莘酯（中間物64，1.8克，3.9 

毫莫耳）在甲醇（50毫升）中，於10% iE/碳（〜400毫克）上，在 

常壓下氫化一小時。經過矽藻土過濾反應混合物。在減壓 

下濃縮濾液，獲得1・3克（定量）產物，為無色固體。

NMR （DMSO-d6） δ : 0.00 （s，6H）； 0.80 （s, 9H）； 1.20-1.30 （m5 1H）；

1.33 （s，9H） ； 1.53 （d? 1H） ； 2.15 （dd5 1H） ； 2.23239 （m, 1H） ； 2.74 （d5 

1H） ； 2.88 （dd5 1H） ； 3.20-3.30 （m，2H） ； 4.08 （s，1H） ； 6.58 （d5 1H）・ 

中間物64

反式住）-4・［（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 

基］氧基｝六氫毗噪幾酸莘酯

將反式仕）4［（第三■丁氧炭基）胺基卜3-罐基六氫毗唳亠幾 

酸某酯（中間物55 2.0克，5.7毫莫耳）、咪吐（0.58克，8.6毫 

127286 -109-



200831517

莫耳)及第三■丁基(氯基)二甲基矽烷(1.0克，6.9毫莫耳)在 

DMF (15毫升)中之混合物於室溫及氮氣下攪拌過夜。將水 

(50毫升)添加至反應物中，並以瞇萃取2x混合物。使合併 

之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及濃縮至乾涸。於矽膠上， 

以己烷中之10・25%丙酮層析，獲得1.8克(69%)產物，為無色 

固體。

1H NMR (DMSO-d6) δ : 0.00 (s, 6H) ； 0.80 (s? 9H) ； 1.27-1.41 (m5 

10H)； 1.61-1.72 (m9 1H)； 2.59-3.05 (m? 2H)； 3.30-3.40 (m? 2H)； 3.69-3.95 

(m5 2H) ； 4.92-5.14 (m, 2H) ； 6.68 (d? 1H) ； 7.24-7.40 (m3 5H)・ 

中間物65

胺基痙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 氧基產喏咻 

・2(1H)・酮,反式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31所述之程序，使｛3-Μ基 

-1-(2-(7-甲氧基 2酮基口奎喏口林-1(2H)-基)乙基］六氫毗唳 4基｝胺 

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B仲間物59，130毫克， 

0.31毫莫耳)與三氟醋酸反應 > 獲得84毫克(85%)粗產物，為 

灰白色泡沫物。

MS (ESP) : 319 (MH+)對 C16H22N4O3

中間物66

基 2酮基・1，2,3,4■四 氫4 < 7甲It

將3-(4-氯基硝 基苯基)2酮基丙 酸乙酯(6.5公斤，24.8莫 

耳)與乙月青(21升)在22°C下攪拌。分次添加硼氫化#9 (0.30公 

斤，7.9莫耳)，然後，將混合物於24°C下攪拌1小時。將醋 

酸(65升)添加至溶液中，並使內部溫度升高至65°C。將鐵(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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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分次添加至溶液(6 χ 0.5公斤)中，歷經1小時。再1小 

時後5藉過濾分離產物，以水(3 χ 25升)與乙醇(29升)相繼 

洗滌，並於減壓下乾燥，獲得產物，為米黃色固體，3.07 

公斤(66%)。

熔點＞250°C

MS (ESP) : 189 (MH+)對 C10H8N2O2

1H-NMR (DMSO-d6) δ ppm : 2.90-320 (m, 2H) ； 4.10-4.20 (m, 1H)；

5.65 (d5 1H) 7.15 (s, 1H) 7.35-7.45 (m5 2H) ； 10.38 (s5 1H).

中間物67

l-｛2-[-4-胺 基氟 基 六 氫 毗 呢基]乙基卜2・酮基-1,2-—氫 睦R林 

■7-甲購，反式對掌異構物A

於｛1-[2-(7-氯基-2-酮基口奎口林・1(2H)-基)乙基卜3-氟基六 氫毗唳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68， 

0.30克，0.72毫莫耳)在二氯甲烷(20毫升)中之溶液內，添加 

三氟醋酸(4毫升)，並在冰浴中冷卻。使反應混合物溫熱至 

室溫。TLC係在〜30分鐘後顯示純淨，但不完全轉化(含有 

0.5%氫氧化銭之15% 甲醇/二氯甲烷作為溶離劑)。添加另 

外4毫升三氟醋酸。30分鐘後，使反應物濃縮至乾涸。使粗 

製殘留物於15%甲醇/二氯甲烷與飽和碳酸氫鈿之間作分液 

處理。將水相以飽和碳酸錮溶液調整至pH〜10。分離液層。 

將水相以15%甲醇/二氯甲烷再萃取2x。使合併之有機相以 

硫酸錮脫水乾燥，過濾，及濃縮至乾涸，獲得030克粗產物， 

為油狀物°

MS (ESP) : 315 (MH+)對 C17H19FN4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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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物68

{1・[2・(7■氟基酮基產＜ -1(2H)-基)乙基卜3・氟基六氫毗陀4基} 

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

將2・酮基二氫＜ ＜ 7甲月青(中間物5，500毫克，2.94毫 

莫耳)在無水DMF (10毫升)中之溶液，於0°C下，以氫化鈿 

(60%，於油中，153毫克，3.82毫莫耳)處理。移除冷卻，並 

將反應物於室溫下攪拌90分鐘。使反應物於冰浴中再一次 

冷卻，且以甲烷磺酸2-{(3R54R)-4-[(第三■丁氧炭基)胺基卜3・氟 

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中間物69,〜0.38 

毫莫耳/毫升'3.82毫莫耳)在無水DMF中之溶液處理，將反 

應物於室溫下攪拌過夜。以水(100毫升)使反應淬滅，並以 

醋酸乙酯(200毫升)萃取。以鹽水洗滌有機層，以硫酸鈿脫 

水乾燥，過濾5及在真空中濃縮。於矽膠上，以10・50%丙 

酮在己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680毫克(56%)產物，為灰白 

色固體。

1H NMR (DMSO-d6) δ ppm : 1.25-1.43 (m5 ΠΗ) ； 1.67-1.78 (m5 IH)； 

2.04-2.17 (m5 2H) ； 2.57-2.68 (m5 2H) ； 2.80-2.89 (m5 IH) ； 3.25-3.32 (m5 

IH) ； 4.27-4.47 (m, 2H) ； 4.30 (m，IH) ； 6.78 (d, IH) ； 6.99 (d，IH)；

7.66 (dd5 IH) ； 7.91 (d5 IH) ； 8.01 (d，IH) ； 8.09 (s? IH).

MS (ESP) : 415 (MH+)對 C22H27FN4O3

中間物69

甲烷磺酸2・{4・[(第三■丁氧炭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朕亠基} 

乙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

於0°C下，將[3・氟基-1-(2-翹乙基)六氫毗唳基[胺基甲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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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70，2.0克，7.62毫莫 

耳）在無水二氯甲烷（50毫升）中之溶液以三乙胺（1.5毫升， 

10.7毫莫耳），接著以氯化甲烷磺醯（0.71毫升，9.15毫莫耳） 

處理。15分鐘後，以磷酸鉀緩衝劑（1M，pH 7）使反應淬滅。 

以二氯甲烷萃取水相一次。將醋酸乙酯添加至合併之有機 

相中。在減壓下移除二氯甲烷，留下醋酸乙酯溶液中之產 

物。以水洗滌此有機相，以移除任何殘留之鹽。將水相以 

醋酸乙酯再萃取（lx）。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 

及過濾。將無水DMF （20毫升）添加至濾液中。在減壓下移 

除醋酸乙酯，留下DMF中之產物，其係未延遲而被使用於 

下一步驟中，無需進一步純化。

中間物70

［3・氟基翹乙基）六氫毗唳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9反 

式對掌異構物A

於莘基［3-氟基-1-（2甞里乙基）六氫口比唳-4-基］胺基甲酸莘酯， 

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71，5.6克，14.5毫莫耳）在乙醇 

（100毫升）中之溶液內，添加20%氫氧化耙/碳（1・5克）。將反 

應物於氫大氣下攪拌過夜。TLC顯示起始物質完全消失（含 

有0.5%氫氧化銭之15%甲醇/二氯甲烷作為溶離劑）。然後， 

將反應混合物以二碳酸二·第三■丁酯（4.0毫升，17.4毫莫耳） 

處理，並於氮氣下攪拌1小時。TLC顯示起始物質完全消失。 

經過矽藻土過濾反應混合物。使濾液濃縮至乾涸，並使其 

在矽膠上接受層析，以0-5%甲醇/二氯甲烷之梯度液，接著 

以含有0.25%氫氧化銭之5%甲醇/二氯甲烷之恒定組成梯度

127286 -113-



200831517

液溶離，獲得2.86克(75%)產物，為黃色油。

1H NMR (DMSO-d6) δ ppm : 1.29-1.45 (m5 11H) ； 1.65-1.79 (m5 IH)；

1.93-2.08  (m5 2H) ； 2.38-2.46 (m, 2H) ； 2.69-2.79 (m，IH) ； 3.10-3.21 (m3 

IH) ； 3.47 (q5 2H) ； 4.26 (m, IH) 4.44 (t, IH) ； 6.99 (d5 IH).

中間物71

Ψ基・［3・氟基亠(2-翹乙基)六氫毗味-4-基］胺基甲酸莘酯，反 

式對掌異構物A

與

中間物72

莘基氟基翹乙基)六 氫毗味基］胺基甲酸苓酯，反 

式對掌異構物B

將氟化四丁基銭在四氫咲喃中之溶液(1M，21.3毫升，21.3 

毫莫耳)於0°C下添加至四氫咲喃(20毫升)中之反式(士)莘基 

［1-(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3■氟基六氫毗 

唳4基］胺基甲酸苓酯(中間物73，8.9克，17.8毫莫耳)內。 

使溶液溫熱至室溫，並攪拌一小時。然後，使混合物冷卻 

至0°C，並以水使反應淬滅。以醋酸乙酯萃取混合物，且以 

鹽水洗滌。使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及在減壓下濃縮。 

於矽膠上，以己烷中之40%丙酮層析5獲得產物，為油狀 

物(5.1 克，74%)。

1H NMR (DMSO-d6) δ ppm : 1.55 (m5 IH) ； 1.67 (m? IH) ； 2.02 (m5 

2H) ； 2.40 (m, 2H) ； 2.74 (m, IH) ； 3.14-3.28 (m, 2H) ； 3.43 (m? 2H)； 

3.93 (m? IH) ； 4.40 (t, 2H) ； 4.50 (m，IH) ； 5.06 (m5 2H) ； 7.15 (m, IH)；

7.20-7.31  (m5 8H) ； 7.36 (m5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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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ESP） : 387.25 （MH+）對 C? 2比 7FN2 O3

外消旋混合物係於Chiralpak AD管柱（500 x 20毫米，20微 

米）上，以含有0.1%二乙胺之乙醇/甲醇（1： 1）分離。反式對 

掌異構物A（中間物71）係首先溶離出，接著為反式對掌異構 

物B （中間物72）。關於兩種對掌異構物，對掌性純度（使用 

相當於上述製備方法之分析方法）係被測定為＞98% e.e.。 

中間物73

反式（士）某基-1-（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3-氟 

基六氫毗咤4基］胺基甲酸苓酯

將反式（士）某基（3-氟基六氫毗唳 4基）胺基甲酸荼酯鹽酸 

鹽（中間物74，7.98克，21.1毫莫耳厂（2必基乙氧基）■第三・ 

丁基二甲基矽烷（6.85克，27.5毫莫耳）及碳酸鉅（17.9克，55.0 

毫莫耳）在乙月青（60毫升）中之混合物加熱至60°C，歷經十二 

小時。使反應混合物冷卻至室溫，及在減壓下濃縮至接近 

乾涸。以醋酸乙酯稀釋殘留物，並以水及鹽水洗滌。使有 

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及在減壓下濃縮。於矽膠上，以 

己烷中之10%丙酮層析，獲得產物，為油（8.9克，84%）。

1H NMR （氯仿・d3） δ ppm : 0.04-0.07 （s5 6H） ； 0.77-0.88 （s, 9H）； 

1.58-1.74 （m? 2H） ； 2.05-2.20 （m? 2H） ； 2.44258 （m，2H） ； 2.69-2.84 （m? 

1H）； 3.24 （hi, 1H）； 3.65 （s? 2H）； 4.44-4.59 （m? 3H）； 5.11 （s, 2H）； 7.13-7.28 

（m9 9H） ； 7.34 （m5 2H）・

MS （ESP） : 501.28 （MH+）對 C28H41FN2O3 Si

中間物74

反式（土）苓基（3・氟基六氫毗噪4基）胺基甲酸苓酯鹽酸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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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反式(±)4-｛ψ基［(莘氧基廣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亠 

竣酸第三■丁酯(中間物75，12.05克，28.2毫莫耳)在二氯甲 

烷(50毫升)中之溶液內，於0°C下，添加氯化氫(1M，在乙 

瞇中，56.5毫升，56.5毫莫耳)。將溶液攪拌一小時。過濾 

固體，並以乙瞇洗滌濾餅，獲得產物之單鹽酸鹽(10.1克， 

95%)。

1H NMR (DMSO-d6) δ ppm : 1.68 (m, 1H) ； 2.00-2.15 (m, 1H) ； 3.08 

(m, 1H) ； 3.18 (m, 1H) ； 3.34 (m? 2H) ； 3.50 (m? 1H) ； 4.34-4.49 (m, 2H)；

4.65 (m? 1H) ； 5.02 (s, 1H) ； 5.14 (d, J = 19.40 Hz, 2H) ； 7.15-7.30 (m, 

8H) ； 7.32 (m, 2H).

MS (ESP) : 343.19 (MH+)對 C20H23FN2O2

中間物75

反式(±)-4-｛羊基［(芾氧基)辣.基］胺基｝-3-氟基六氫毗碇亠竣酸 

第三■丁酯

於反式(±)(4-莘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機酸第三-丁酯(中 

間物76，10.3克，33.4毫莫耳)在1，4・二氧陸圜(100毫升)中， 

與碳酸鈿(5.31克，50.1毫莫耳)在水(20毫升)中之溶液內， 

於0°C下，逐滴添加氯甲酸莘酯(5.89毫升，41.8毫莫耳)。使 

混合物溫熱至室溫，並攪拌兩小時。然後，使反應混合物 

濃縮至接近乾涸5並以醋酸乙酯稀釋。以水及鹽水洗滌有 

機相，接著以硫酸鈿脫水乾燥。於矽膠上，以己烷中之20% 

醋酸乙酯層析，獲得產物，為固體(12.5克，94%)。

MS (ESP) : 343.18 (MH+ -BOC)對 C25H3iFN2O4

1H NMR (氯仿・d3) δ ppm : 1.45 (s, 9H) ； 1.67 (d, J = &67 Hz,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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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m，IH) ； 2.59-2.75 (m5 2H) ； 3.91-第07 (m, 2H) ； 4.48 (d, J = 16 Hz， 

2H) ； 4.63 (d5 J = 16 Hz, IH) ； 5.18 (s, 2H) ； 7.20-734 (m? 10H)・ 

中間物76

反式(±)(4斗胺基)氟基六氫毗味亠幾酸第三■丁酯

標題化合物係按藉由Monique B. van Neil等人，J. Med. Chem.5 

1999, 42, 2087-2104與其中之參考資料所述製成。

1H NMR (DMSO-d6) δ ppm : L32 (m? IH) ； 1.39 (s, 9H) ； 1.79 (m5 

IH) ； 2.38 (m，IH) ； 2.73 (m, IH) ； 3.18 (m, IH) ； 3.31 (m5 IH) ； 3.46 (m? 

IH) ； 3.60-3.80 (m? 3H) ； 4.39 (m3 IH) ； 7.20-7.38 (m5 5H).

中間物77

1・｛2・［4・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基］乙基卜7・甲氧基口奎喏啡 

-2(1Η).酮，反式對掌異構物A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7所述之程序，使｛3・氟基 

-l-［2-(7-甲氧基 2酮基 < 喏口林-1(2H)-基)乙基］六氫毗唳 4基｝胺 

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78，0.30克， 

0.71毫莫耳)與三氟醋酸反應，獲得0.25克粗產物，為油狀 

物。

MS (ESP) : 321 (MH+)對 C16H21FN4O2

中間物78

｛3・氟基亠［2・(7・甲 氧基 2酮基產喏啡・1(2H)・基)乙基］六氫毗噪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A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8所述之程序，使7・甲氧基產 

喏唏-2(1H)-酮(中間物15，0.52克，2.95毫莫耳)、甲烷磺酸 

2-｛4-［(第三-丁氧炭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基｝乙酯，反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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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69，〜0.38毫莫耳/毫升，3.82毫莫耳) 

及氫化鈿(60%，於油中，153毫克，3.82毫莫耳)反應。於矽 

膠上，以10-50%丙酮在己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0・83克 

(67%)產物，為灰白色固體。

NMR (DMSO-d6) δ ppm : 1.23-1.45 (m? 11H) ； 1.64-1.80 (m5 1H)； 

2.04-2.19 (m5 2H) ； 2.61-2.71 (m5 2H) ； 2.84 (d5 1H) ； 3.25-3.33 (m3 1H)；

3.92 (s，3H) ； 4.27443 (m3 2H) ； 4.28 (m5 1H) ； 16.94-7.05 (m5 3H)；

7.75 (d, 1H) ； &04 (s，1H)・

MS (ESP) : 421 (MH+ )對 C2iH29FN4O4

中間物79

胺 基氟 基六氫 毗唳 亠基]乙基卜2・酮基-1,2-—氫哇＜ 

甲睹，反式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7所述之程序，使｛1-[2-(7-氯基 

酮基＜ ＜ -1(2H)-基)乙基卜3・氟基六氫毗口定-4-基｝胺基甲酸 

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B (中間物80，0.30克，0.72毫莫 

耳)與三氟醋酸反應，獲得0.25克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15 (MH+ )對 C17H19FN4O

中間物80

｛1-(2-(7-H基酮基睦＜ -1(2H)-基)乙基卜3・氟基六 氫毗唳 4基｝ 

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8所述之程序，使2-酮基-12■二 

氫谨咻7甲月青(中間物5，0.50克，2.94毫莫耳)、甲烷磺酸 

2・｛4・[(第三■丁氧譏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反式 

對掌異構物B (中間物81，-0.38毫莫耳/毫升，3.82毫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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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氫化纳(60%，於油中，153毫克，3.82毫莫耳)反應。於矽 

膠上，以10・50%丙酮在己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0.64克 

(53%)產物，為灰白色固體。

MS (ESP) : 415 (MH+)對 C22H27FN4O3

1H NMR (DMSO-d6) δ ppm : 1.25-1.43 (m5 11H) ； 1.67-1.78 (m, IH)； 

2.04217 (m, 2H) ； 2.57-2.68 (m? 2H) ； 2.80-2.89 (m5 IH) ； 3.25-3.32 (m, 

IH) ； 4.27447 (m? 2H) ； 430 (m5 IH) ； 6.78 (d? IH) ； 6.99 (d, IH)；

7.66 (dd? IH) ； 7.91 (d? IH) ； 8.01 (d， IH) ； 8.09 (s， IH)・

中間物81

甲烷磺酸2・{4_［(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基} 

乙酯，反式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9所述之程序，使［3・氟基4-(2- 

超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 

物B (中間物82 5 2.0克，7.62毫莫耳)、三乙胺(1.5毫升，10.7 

毫莫耳)及氯化甲烷磺醯(0.71毫升，9.15毫莫耳)反應。將此 

粗產物直接使用於下一步驟中，無需進一步純化。

中間物82

［3・氟基亠(2・痙乙基)六氫毗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 

式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70所述之程序，使莘基［3・氟基 

-1-(2-Μ乙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苓酯，反式對掌異構 

物Β (中間物72，5.6克，14.4毫莫耳厂 20%氫氧化鈍/碳(0.5 

克)及二碳酸二·第三■丁酯(3.5克，15.8毫莫耳)反應。於矽膠 

上層析，以醋酸乙酯中之10%甲醇(0.1%氫氧化銭)溶離'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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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2.9克(76%)產物，為油狀物。

【Η NMR (CDClj) δ ppm 1.36-1.55 (m, 10H) ； 2.02-2.31 (m, 3H)； 

2.52-2.64 (m5 2H) ； 2.72-2.82 (m, 2H) ； 3.09-3.20 (m, 1H) ； 3.60 (t, 3H)； 

4.31 (m, 1H) ； 4.80 (d? 1H)

中間物83

胺基-3-氟基六氫毗呢基］乙基｝·7・甲 氧基口奎喏口林 

・2(1Η)・酮，反式對掌異構物Β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7所述之程序，使｛3・氟基 

亠［2-(7-甲氧基 2酮基 < 喏啡-1(2Η)-基)乙基］六氫毗唳 4基｝胺 

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Β (中間物84，0.33克， 

0.78毫莫耳)與三氟醋酸反應，獲得0.27克粗產物，為油狀 

物。

MS (ESP) : 321 (MH+ )對 C16H21FN4O2

中間物84

｛3・氟基亠［2・(7・甲氧基 2酮基睦喏啡-1(2H)-基)乙基］六氫毗除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反式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68所述之程序，使7-甲氧基產 

喏嘛-2(1H)-酮(中間物15，0.52克，2.95毫莫耳)、甲烷磺酸 

2-｛4-［(第三■丁氧辣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反式 

對掌異構物B (中間物81，-0.38毫莫耳/毫升，3.82毫莫耳) 

及氫化鉤(60%，在油中，153毫克，3.82毫莫耳)反應。於矽 

膠上，以10-50%丙酮在己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0.93克 

(78%)產物，為灰白色固體。

MS (ESP) : 421 (MH+)對 C21H29FN4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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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NMR (DMSO-d6) δ ppm : 1.23-1.45 (m? 11H) ； 1.64-1.80 (m, 1H)； 

2.04219 (m? 2H) ； 2.61-2.71 (m5 2H) ； 2.84 (d5 1H) ； 3.25-3.33 (m? 1H)；

3.92 (s, 3H) ； 4.27-4.43 (m, 2H) ； 4.28 (m, 1H) ； 16.94-7.05 (m5 3H)；

7.75 (d? 1H) ； &04 (s, 1H).

中間物85

1・｛2・［(3R,4R)・4・胺 基甲氧基 六 氫 毗 唳基］乙 基卜2・酮 基-1,2- 

二氫睦唏7甲月青

將｛(3R?4R)-l-［2-(7-氯 基 2酮基< < -1(2H)-基)乙 基卜3・甲氧基 

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86，280毫克，0.66 

毫莫耳)在二氯甲烷(30毫升)中之溶液以三氟醋酸(10毫升) 

處理。1小時後，使反應物濃縮至乾涸。使殘留物溶於氯仿 

中之15%甲醇(30毫升)內，並以飽和碳酸氫鈿溶液洗滌。將 

水層以飽和碳酸鈿溶液調整至pH〜10，並以15%甲醇/氯仿(3 

X 30毫升)再萃取。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及 

濃縮至乾涸，獲得240毫克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27 (MH+)對 C］ 8H22N4O2

中間物86

｛(3R4R)亠［2・(7■氟 基酮基< < -1(2H)-基)乙基卜3・甲氧 基六氫 

毗咤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與

中間物87

｛(3S，4S)亠［2・(7■氟基 2酮基 < < ・1(2H)・基)乙基卜3・甲 氧基六氫 

毗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將［反式(+)-3-甲氧基六氫毗咤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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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物53，0.63克，2.7毫莫耳)與2-酮基亠(2・酮 基乙基)-1,2- 

二氫產< 7甲月青(中間物88，0.57克，2.7毫莫耳)在1 ： 1無 

水甲醇/氯仿(30毫升)中之混合物加熱至70°C，歷經2小時。 

使反應物冷卻至室溫，以三乙醯氧基硼氫化(1.7克，8.1 

毫莫耳)處理，並於室溫下攪拌2小時。經過矽藻土過濾反 

應物 > 並在真空中濃縮濾液。使粗製殘留物於醋酸乙酯與 

飽和碳酸氫錮水溶液之間作分液處理。分離液層，並將水 

相以醋酸乙酯再萃取一次。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鉤脫水 

乾燥，過濾，及在真空中濃縮。於矽膠上，以己烷中之25-50% 

丙酮層析，獲得0.74克(62%)產物之外消旋混合物。

MS (ESP) : 427 (MH+)對 C23H30N4O4

iHNMR(DMSO・d6)δ ppm： 1.19-1.33 (m5 1H)； 1.37 (s5 9H)； 1.64-1.73 

(m? 1H) ； 1.77 (m? 1H) ； 1.99 (m, 1H) ； 2.59 (m? 2H) ； 2.79-2.87 (m5 1H)；

2.93-3.04  (m? 1H) ； 3.05-3.15 (m? 1H) ； 3.23-3.30 (m，1H) ； 3.28 (s, 3H)； 

4.30-4.47 (m，2H) ； 6.79 (d, 2H) ； 7.66 (dd5 1H) ； 7.91 (d, 1H) ； 8.01 (d? 

1H) ； 8.09 (s, 1H)・

對掌異構物之混合物係於Chiralpak AD管柱(20 x 250毫米、 

10微米)上，藉HPLC，以80%己烷、20% 1 : 1乙醇/甲醇、0.1% 

二乙胺之恒定組成梯度液，在20毫升/分鐘之流率下分離。 

這獲得0.28克｛(3R,4R)-l-[2-(7-氯基 2酮基產口林-1(2H)-基)乙 

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86， 

第二個溶離峰什)異構物)與0.32克｛(3S,4S)亠[2・(7・氯基2酮基 

< 口林-1(2H)-基)乙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 4基｝胺基甲酸第三· 

丁酯(中間物87，第一個溶離峰(-)異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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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物88

2・酮基亠(2・酮基乙基)-1,2-—氫陸 < 甲月青

於1・(2,2・二乙氧基乙基)2酮基-1,2■二氫 < 啡7甲月青(中間 

物89，21.5克，75.1毫莫耳)在乙月青(230毫升)中之溶液內， 

添加濃鹽酸(2當量，12.5毫升)。1小時後，藉過濾收集所形 

成之沉澱物。於乾燥後，這獲得16克(100%)產物，為無色固 

體，使用之而無需進一步純化。

MS (ESP) : 213 (MH+)對 C12H8N2O2

1H NMR (DMSO-d6) δ ppm : 5.25-5.38 (m? 2H) ； 6.82 (d? 1H) ； 7.67 (d5 

1H) ； 7.95 (d5 1H) ； &02-8.14 (m, 2H) ； 9.64-9.74 (m5 1H)・ 

中間物89

1・(2,2■二 乙氧 基乙基)2酮基-1,2-—氫哇啡甲 購

將2・酮基-1,2--氫 < 咻7甲脂(中間物5，35.0克，201毫莫 

耳)、2-澳基丄1・二乙氧基乙烷(44.1毫升，281毫莫耳)及碳酸 

錨(7&5克，241毫莫耳)在無水NMP (200毫升)中之混合物於 

70°C下攪拌過夜。以水(350毫升)稀釋反應混合物，並以醋 

酸丁酯(2x 350毫升)萃取。經過矽藻土過濾合併之有機相 ， 

且以水(lx 175毫升)洗滌。使醋酸丁酯溶液濃縮至140毫升， 

並以異己烷525毫升稀釋。藉過濾單離沉澱物，及以異己烷 

70毫升洗滌。於乾燥後，這獲得34克(60%)產物，為無色固 

體，使用之而無需進一步純化。

MS (ESP) : 309 (MNa+)對 C16H18N2O3

iH-NMR (DMSO-d6) δ ppm： 0.96 (t, 6H)； 3.34-3.47 (m, 2H)； 3.56-3.73 

(m5 2H) ； 4.39 (d，2H) ； 4.72 (t, 1H) ； 6.80 (d5 1H) ； 7.62 (d5 1H) ； 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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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H) ； 8.02 (d5 1H) ； & 13-8.22 (m5 1H)・

中間物90

l-｛2-［(3S,4S)-4-胺 基-3-甲 氧基 六 氫毗 除=1·基］乙 基｝-2・酮 基-1,2- 

二氫 < < -7-甲 It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85所述之程序，使｛(3S54S)-l-［2- 

(7・氯基 2酮基< < -1(2H)-基)乙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彳基｝胺 

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87，032克，0.75毫莫耳)與三氟醋 

酸反應，獲得0.24克粗產物，為油狀物。

MS (ESP) : 327 (MH+)對 C】8H22N4O2

中間物91

順式(± )1-(2-(4-胺基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哇喏 

< -2(1H)-酮,三氟醋酸鹽

於順式(±)｛3-氟基・1・［2・(7-甲氧基 2酮基 < 喏口林-1(2H)-基)乙 

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92，222毫克， 

0.53毫莫耳)在氯仿(10毫升)中之溶液內，於0°C下，添加氯 

仿中之30%三氟醋酸(6毫升)。於室溫下3小時後，在減壓下 

移除溶劑，提供標題化合物，將其使用於下一步驟中，無 

需純化。標題化合物可以雙-三氟醋酸鹽形式存在。

MS (ESP) ： 321 (MH+)對 C16H21FN4O

中間物92

順式住)｛3・氟基亠［2・(7■甲氧基2酮基睦喏麻-1(2H)-基)乙基］六 

氫毗噪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20所述之程序，使7・甲氧基睦 

喏唏-2(1H)-酮(中間物15，181毫克，1毫莫耳)與甲烷磺酸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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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4-[(第三-丁氧緩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 

(中間物21，〜1毫莫耳)反應。於矽膠上，以己烷/醋酸乙酯 

(2 : 3)層析，獲得222毫克(51%)產物，為固體。

MS (ESP) : 421 (MH+)對 C21H29FN4O4

JH-NMR (CDCl3-d) δ : 1.44 (s5 9H) ； 1.86 (m, 2H) ； 2.40 (m? 2H)；

2.80 (m, 2H) ； 3.15 (m，IH) ； 3.41 (m5 IH) ； 3.70 (m, IH) ； 3.94 (s5 3H)；

442 (m, 2H) ； 4.70 (m5 2H) ； 6.93 (m? 2H) ； 7.77 (m5 IH) ； 8.11 (s, 1H)・ 

中間物93

1 - {2- [(3R,4S)-4-胺基甲氧基六 氫毗旄基]乙 基卜4・甲 基酮 

基二氫< < 7甲月青，三氟醋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91所述之程序，使{(3R?4S)-l-[2- 

(7・氯基 4甲基酮基< < -1(2H)・基)乙基卜3-甲 氧基六 氫毗唳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94，360毫克，0.81毫莫耳) 

與三氟醋酸反應，提供標題化合物。標題化合物可以雙三 

氟醋酸鹽形式存在。

MS (ESP) : 341 (MH+)對 C19H24N4O2

中間物94

{(3R，4S)亠[2-(7・氟基 4甲基 2酮基睦 < ・1(2H)・基)乙基卜3・甲氧 

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於 4-甲基 2 酮基-12-二氫 < < 7 甲 Μ (V. Ν. Gogte, S.B. 

Kulkami 及 B.D. Tilak,印度化學期刊、15B? 769-773 (1977)) (368 毫 

克，2毫莫耳)在無水DMF (20毫升)中之溶液內，添加氫化 

鈿(120毫克，60%，於油中，3毫莫耳)。將混合物於室溫下 

攪拌1小時。接著，於0°C下添加甲烷磺酸2-{(3R54S)-4-[(第三· 

127286 -125-



200831517

丁氧辣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中間物39，〜2 

毫莫耳)在DMF中之溶液。將反應混合物於室溫下攪拌過 

夜，然後以水稀釋，並以二氯甲烷萃取三次。使有機萃液 

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以己烷/醋酸乙酯(3 ： 2)矽膠 

層析，獲得360毫克標題化合物與0・烷基化作用產物之3 ： 1 

混合物。

MS (ESP) : 441 (MH+)對 C24H32N4O4

中間物95

順 式(+)1-(2-(4-胺 基氟基六氫毗 唳基)乙基卜4・甲基-2·酮基 

■1,2·二氫產 < 甲月青，三氟醋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91所述之程序，使順式 

(+){1-[2-(7-氯 基 4甲基 2酮基口奎啡-1(2H)-基)乙基卜3-氟基六氫 

毗唳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96，269毫克，0.63毫 

莫耳)與三氟醋酸反應，獲得粗產物(200毫克)。標題化合物 

可以雙·三氟醋酸鹽形式存在。

MS (ESP) : 329 (MH+ )對 C18H2iFN4O

中間物96

順式(土){1-[2・(7・氟基 4甲基・2・酮基< < -1(2H)-基)乙基卜3・氟基 

六氫毗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於4-甲基酮基-1,2■二氫口奎口林-7-甲月青(V. N・Gogte，S.B. 

Kulkami 及 B.D. Tilak,印度化學期刊、15B, 769-773 (1977)) (350 毫 

克，1・9毫莫耳)在無水DMF (20毫升)中之混合物內，添加氫 

化錮(90毫克，60%，於油中，2.2毫莫耳)。將混合物於室溫 

下攪拌1小時。接著於0°C下添加甲烷磺酸順式(±)2-{4-[(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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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氧疑基）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中間物21，〜1.9 

毫莫耳）在DMF中之溶液。將反應混合物於室溫下攪拌過 

夜，然後以水稀釋，並以二氯甲烷萃取三次。使有機萃液 

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以己烷/醋酸乙酯（1 ： 1）矽膠 

層析，獲得269毫克（33%）產物，為黃褐色固體。

MS （ESP） : 428 （MH+）對 C23H29FN4O3

中間物97

1-（2-（（38,4R）胺基-3-氟基六 氫毗哽基）乙基）・2.酮基二 

氫產唏7甲月青，三氟醋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91所述之程序，使（3S，4R）亠（2-（7・ 

氯基-2-酮基口奎口林-1 （2H）-基）乙基）-3■氟基六氫毗口定基胺基甲 

酸第三■丁酯（中間物98，0.5克，1.21毫莫耳）與三氟醋酸反 

應，以定量產率獲得粗產物，將其直接使用於下一步驟。 

標題化合物可以雙-三氟醋酸鹽形式存在。

MS （ESP） : 315 （MH+）對 C17H19FN4O

中間物98

（3S，4R）亠（2・⑺氛基酮基 < < ・1（2H）・基）乙基）氟基六氫毗 

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將2-酮基・1，2-二氫 < 啡-7·甲睛（中間物5，0.5克，2.94毫莫 

耳）與礦油中之60重量％氫化錮（0.176克，4.41毫莫耳）在DMF 

（50毫升）中之混合物於室溫及氮氣下攪拌1小時。使溶液冷 

卻至0°C，並添加甲烷磺酸2-（（3S54R）-4-（第三·丁氧譏基胺基）-3- 

氟基六氫毗呢亠基）乙酯（中間物99，1克，2.94毫莫耳）在DMF 

（10毫升）中之溶液。將反應混合物於室溫下攪拌過夜。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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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稀釋反應混合物，並以二氯甲烷萃取兩次。使合併之有 

機萃液以硫酸鎂脫水乾燥，過濾，及蒸發。矽膠層析（在己 

烷中之0%-75%醋酸乙酯），獲得標題化合物，為黃褐色固體 

0.55 克（45%）。[α]Ώ= +0.063 （c = 0.2, DMSO）.

MS （ESP） : 415 （MH+）對 C22H27FN4O3

中間物99

甲烷磺酸2・（（3S，4R）・4・（第三·丁氧软基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亠 

基）乙酯

標題化合物係使用類似關於中間物21自中間物24合成所 

述之程序，製自（3S，4R）亠（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 

基）-3-氟基六氫毗唳4胺（中間物100）。

MS （ESP） : 341 （MH+ ）對 C】3 H2 5FN2 O5 S

中間物100

（3S，4R）・1・（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氟基六氫 

毗熨胺

使（3S,4R）・l-（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3 ■氟基 

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某酯（中間物101，8克，19.48毫莫耳） 

在乙醇（100毫升）中之溶液於鈍/碳（10% 經活化，1.037克） 

上，在常壓及室溫下氫化過夜。經過0.45微米薄膜過濾反應 

混合物，並於減壓下蒸發溶劑，而得標題化合物，為油狀 

物（5 克，93%）。

MS （ESP） : 277 （MH+ ）對 C13H29FN2OSi

1H-NMR （CDCI3V） δ : 0.04 （s，6H） ； 0.87 （s，9H） ； 1.75 （m5 4H）；

2.35 （m5 2H） ； 2.56 （m? 2H） ； 2.81 （m? 2H） ； 3.15 （m，IH） ； 3.74 （m,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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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m, 1H）・

中間物101

（3S,4R）-l-（2-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基氧基）乙基）-3-氟基六氫 

ρ比唳基胺基甲酸莘酯

於（3S,4R）・3・氟基六氫毗噪4基胺基甲酸莘酯鹽酸鹽（中間 

物102，5.9克，20.43毫莫耳）與 碳酸鉅（33.3克，102.17毫莫耳） 

在乙，睛（300毫升）中之經攪拌混合物內，於室溫下，添加（2・ 

漠基乙氧基）（第三-丁基）二甲基矽烷（21.92毫升，102.17毫莫 

耳）。將反應物於60°C下攪拌過夜。經過燒結漏斗過濾反應 

混合物，及濃縮。矽膠層析（在己烷中之0%・50%醋酸乙酯）， 

獲得標題化合物，為黃色油，8克（95%）。

MS （ESP） : 411 （MH+ ）對 C21H35FN2O3 Si

中間物102

（3S，4R）・3・氟基六 氫毗唳彳基胺基甲酸苓酯，鹽酸鹽

於（3S,4R）-4-（n?氧幾基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1-^酸第三■* 

丁酯（中間物103，8克，22.7毫莫耳）在二氯甲烷（200毫升） 

中之溶液內，於0°C下，添加二氧陸圜中之4M氯化氫（1135 

毫升，45.4毫莫耳）。使反應混合物溫熱至室溫，並攪拌過 

夜。添加另一當量之二氧陸圜中之4M氯化氫，並將反應物 

再攪拌4小時。藉過濾收集所形成之白色沉澱物，並於減壓 

下乾燥，而得標題化合物（5.9克，90%）。

MS （ESP） : 253 （MH+）對 C13H17FN2O2

中間物103

（3S,4R）4佯 氧裁基胺基）・3・氟基六氫毗噪亠竣酸第三■丁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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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3S,4R)・4-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亠轅酸第三■丁酯(使用

PCT公報案號 WO 2006087543與 WO 2007071965中所述之程序 

製成)(5.1克，23.37毫莫耳)在二氧陸圜(150毫升)與飽和碳 

酸錮(50毫升)中之混合物內，於0°C下，添加氯甲酸苓酯(5.00 

毫升，35.05毫莫耳)。15分鐘後，以醋酸乙酯與飽和氯化錮 

稀釋反應混合物。分離液層，並使有機萃液以硫酸鎂脫水 

乾燥，過濾，及蒸發。矽膠層析(在己烷中之0%・50%醋酸乙 

酯)，獲得標題化合物，為灰白色固體，8克(97%)。

MS (ESP) : 353 (MH+)對 C18H25FN2O4

XH-NMR (CDCl3-d) δ : 1.44 (m, 9H) ； 1.73 (m5 2H) ； 2.80 (m? 2H)；

3.60 (m5 1H) ； 4.30 (m, 2H) ； 4.65 (m? 1H) ； 5.06 (m, 1H) ； 5.09 (s，2H)； 

7.34 (m, 5H).

中間物104

l-｛2-[(3S54R)-4-胺 基甲氧基 六氫毗 噪 亠基]乙 基｝4甲 基 2酮 

基-1,2-—氫< < -7-甲睹，三氟醋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中間物91所述之程序，使｛(3S,4R)-1・[2- 

(7·•氯基 4甲基 2酮基 < < ・1(2H)・基)乙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 

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中間物105，191毫克，0.43毫莫耳) 

與三氟醋酸反應，以定量產率獲得粗製標題化合物，將其 

直接使用於下一步驟。標題化合物可以雙■三氟醋酸鹽形式 

存在。

MS (ESP) : 341 (MH+)對 C19H24N4O2

中間物105

｛(3S，4R)亠[2・(7■氟基4甲基酮基< < -1(2H)-基)乙基卜3・甲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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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酸第三■丁酯

於 4-甲基 2 酮基-1Λ—氫 < 啡-7-甲 Μ （V. Ν. Gogte, S.B. 

Kulkami 及 B.D. Tilak,印度化學期刊、15B? 769-773 （1977）） （435 毫 

克，2.36毫莫耳）在無水DMF （20毫升）中之溶液內，添加氫 

化錮（142毫克，60%，於油中，3.54毫莫耳）。將混合物於室 

溫下攪拌1小時。接著於0°C下添加甲烷磺酸2-｛（3S54R）-4-［（第 

三-T氧Μ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酯（中間物33， 

〜2.8毫莫耳）在DMF中之溶液。將反應混合物於室溫下攪拌 

過夜，然後以水稀釋，並以二氯甲烷萃取三次。使有機萃 

液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以乙月青/水/醋酸銭逆相層 

析，於凍乾後，獲得標題化合物，為淡黃色固體（191毫克， 

18%）。

MS （ESP） : 441 （MH+）對 C24H32N4O4

中間物106

1-（2・（（3R，4S）・4・胺基氟基六氫毗除亠基）乙基）・2■酮基二 

氫谨啡7甲月青三氟醋酸鹽

標題化合物係藉由類似關於外消旋物質（中間物19）所述 

順序之方法，製自（3R,4S）4（莘胺基）氟基六 氫毗唳亠竣酸 

第三■丁酯（W02007071965與 W02006087543），惟關於最後步驟 

中之下述修改除外：使標題化合物之粗製三氟醋酸鹽溶於 

二氯甲烷（100毫升）中，並以飽和碳酸氫鈿（20毫升）洗滌一 

次。將含水洗液以20%氫氧化錮調整至pH = 10，並以二氯 

甲烷（100毫升）萃取三次。使合併之有機萃液以硫酸鎂脫水 

乾燥，過濾5及濃縮至乾涸5而得標題化合物，為灰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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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體，352毫克(81%)。

MS (ESP) : 315 (MH+)對 C17H19FN4O

實例1

1・(2・{(3R，4S)4［(2,3・：氫［1,4］-氧陸圜烯并［2,3・c］毗噪基甲基) 

胺基卜3・翹基六氫ρ比唳-1·基}乙基)・2·酮基二氫口奎□林-7-甲 

購，雙鹽酸鹽

將l-{2-［(3R,4S)-4・胺基-3-M基六氫毗 < 亠基］乙基}2酮基 

-12■二氫< < -7-甲月青(中間物1，74毫克，0.24毫莫耳)與2,3- 

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53-c］毗唳-7-Μ 甲醛(WO 2004/058144) 

(39毫克，0.24毫莫耳)之混合物，於剛經活化之3入分子篩上， 

在70°C下加熱3小時。使反應混合物冷卻至室溫 > 並添加三 

乙醯氧基硼氫化錮(150毫克，0.75毫莫耳)。將所形成之反 

應混合物於室溫下攪拌30分鐘，然後經過0.45微米薄膜過 

濾，及在減壓下濃縮至乾涸。於矽膠上，以二氯甲烷/甲醇 

(8： 1至4： 1)層析。匯集含有產物之溶離份，及濃縮至乾涸。 

使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乙瞇(1 ： 2，10毫升)中，並添加乙 

瞇中之HC1 (2M，〜0.15毫升)。使混合物在減壓下濃縮至乾 

涸，與二氯甲烷(2x 15毫升)一起共蒸餾兩次，並自瞇研製， 

獲得組合物，為無色固體，91毫克(72%)，熔點>210°C。

MS (ESP) : 462 (MH+ )對 C? 5 H27N5 O4

】H・NMR (DMSO-d6) 5 : 2.18 (m? 2H) ； 3.15 (m? 1H) ； 3.25-3.36 (m? 

4H) ； 3.69 (m5 2H) ； 4.10-4.49 (m，7H) ； 4.61 (dd5 2H) ； 6.64 (brs? 1H)；

6.83 (d? 1H) ； 7.30 (s，1H) ； 7.72 (d? 1H) ； 7.97 (d, 1H) ； 8.08 (d5 1H)；

8.22 (m, 2H) ； 9.45 (brs, 2H) ； 10.00 (brs?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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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2

l-[2-((3R54S)-3-M 基-4-{[(3-酮 基-3,4-—氫・2H・毗 噪 并[3,2・b][l，4]碍 

阱・6・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2・酮基二氫唾唏 

■7-甲購，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3-酮基・3,4■二氫 

-2H·毗 唳 并[3,2-b][l,4]口号阱-6-M 甲 醛(WO 2004/058144)與 中間物 

1反應，提供標題組合物。

1H NMR (D2O) δ : (D2O) 2.28 (m5 2H)； 3.15 (ddd? 1H)； 3.26 (m, 1H)；

3.40- 3.72 (m? 4H) ； 3.91 (m5 1H) ； 4.28 (s? 2H) ； 4.52 (m, 1H) ； 4.61 (m, 

1H) ； 4.71 (s5 2H) ； 4.80 (m5 1H) ； 6.65 (d? 1H) ； 7.08 (d5 1H) ； 7.35 (d, 

1H) ； 7.66 (d, 1H) ； 7.87 (d? 1H) ； 7.96 (s? 1H) ； 8.02 (d5 1H)・

ES (MH)+ : 475

實例3

1・[2・((3R，4S)・3・^ 基・4・{[(3・酮 基-3,4・二 氫・2H・毗 唳 并[3,2・b][l，4]嚏 

"井基)甲基]胺基}六氫毗除基)乙基卜2-酮基二氫口奎"林 

7甲睹，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3・酮基-3A-氫 

-2H“比唳 并[3?b][l，4]廛 口井-6-M 甲 醛(WO 2004/058144)與 中間物 

1反應，提供標題組合物。

XHNMR (D2Ο) δ : (D20)2.31 (m? 2H)； 3.20 (ddd? 1H)； 3.31 (m? 1H)；

3.40- 3.80 (m? 4H) ； 3.55 (s? 2H) ； 3.95 (m? 1H) ； 4.34 (s5 2H) ； 4.55-4.70 

(m? 2H) ； 4.82 (m, 1H) ； 6.84 (d, 1H) ； 7.11 (d, 1H) ； 7.66 (d, 1H) ； 7.80 

(d, 1H) ； 7.87 (d5 1H) ； 7.96 (s5 1H) ； &03 (d3 1H)・

ES (MH)+ : 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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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4

1・(2・｛(3S,4R)・4・［(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噪基甲基) 

胺基J-3-M基六氫毗噪亠基｝乙基)酮基二氫谨＜ -7-甲 

It,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2,3■二氫［1,4］二氧 

陸圜烯并［2,3・c］毗唳-7-M甲醛與中間物2反應，提供標題組 

合物。

1H NMR (DMSO-d6) δ : 2.17 (m? 2H) ； 3.14 (m5 1H) ； 3.25-3.38 (m? 

4H) ； 3.69 (m, 2H) ； 4.00-4.49 (m5 7H) ； 4.61 (dd? 2H) ； 6.62 (brs5 1H)；

6.83 (d? 1H) ； 7.25 (s? 1H) ； 7.72 (d5 1H) ； 7.97 (d? 1H) ； 8.06 (d5 1H)； 

&20 (m? 2H) ； 9.39 (brs? 2H) ； 9.93 (brs5 1H).

ES (MH)+ : 462

實例5

l-［2-((3S,4R)-3-M 基 4｛［(3・酮基-3,4-—氫・2H・毗 噪 并［3,2・b］［l，4］口号 

啡基)甲基］胺基｝六氫毗除亠基)乙基卜2-酮基・1,2■二氫＜ ＜ 

7甲月青，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3・酮基-3,4--氫 

・2H・毗唳并［3,2・b］［l,4］ 口号啡-6-M甲醛與中間物2反應，提供標 

題組合物。

XH NMR (DMSO-d6) δ : 2.20 (m5 2H) ； 3.19 (m5 1H) ； 3.25-3.48 (m?

4H) ； 3.71 (m? 2H) ； 4.19 (m5 2H) ； 4.55-4.65 (m? 3H) ； 4.69 (s? 2H)；

6.63 (brs? 1H) ； 6.83 (d, 1H) ； 7.26 (d? 1H) ； 7.44 (d5 1H) ； 7.73 (d5 1H)；

7.97 (d, 1H) ； &07 (d, 1H) ； &24 (brs5 1H) ； 9.28 (m5 1H) ； 9.58 (m, 1H)；

10.07 (m, 1H) ； 11.40 (m?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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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MH)+ : 475

實例6

1・［2・((3S，4R)・3・趣 基-4-｛［(3-酮 基・3,4■二 氫・2H・毗 味 并［3,2・b］［l，4卜塞 

唠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味基)乙基卜2・酮基-1,2-—氫口奎□林 

・7・甲月青，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3・酮基・3,4-二氫 

■2H-毗唳并［3?2-b］［l54］＜唠-6-M甲醛與中間物2反應，提供標 

題組合物。

NMR (DMSO-d6) δ : 2.21 (m5 2H) ； 3.20 (m? 1H) ； 3.30-3.76 (m5

6H) ； 3.60 (s5 2H) ； 4.24 (m5 2H) ； 4.57-4.67 (m? 3H) ； 6.62 (d5 1H)；

6.83 (d? 1H) ； 7.27 (d? 1H) ； 7.73 (d3 1H) ； 7.89 (d5 1H) ； 7.98 (d5 1H)；

&07 (d, 1H) ； 8.24 (m, 1H)； 9.34 (m, 1H)； 9.61 (m? 1H) ； 10.04 (m5 1H)；

11.08 (s, 1H)・

ES (MH)+ : 491

實例7

1・(2・｛(3R，4S)4［(2,3・；氫［1,4］—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基甲基) 

胺基J-3-M基六氫毗味亠基｝乙基)7甲氧基诿喏＜ -2(1H)-酮， 

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2,3・二氫［1,4］二氧 

陸圜烯并［253-c］毗唳-7-M甲醛與中間物11反應，提供標題組 

合物。

NMR (D2 Ο) δ : 2.28 (m, 2H) ； 3.20 (ddd3 1H) ； 3.31 (m, 1H)；

3.45-3.76 (m? 4H) ； 3.92 (s, 3H) ； 3.99 (m? 1H) ； 4.29-4.62 (m5 8H) ； 4.83

(m, 1H) ； 6.93 (m? 1H) ； 7.12 (m5 1H) ； 7.22 (d, 1H) ； 7.81 (dd5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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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6 (d? 1H) ； 8.19 (d5 1H).

ES (MH)+ : 468

實例8

6・[({(3R，4S)・3・^基亠[2・(7・甲氧基 2酮基睦喏啡-1(2H)-基)乙基] 

六氫毗唉＞4・基}胺基)甲基卜2H・毗除并[3,2・b][l，4] 口号阱・3(4H)・酮， 

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3・酮基・3,4■二氫 

■2H-毗 ＜ 并[3,2・b][l,4p号啡-6-M甲醛與中間物11反應，提供標 

題組合物。

1H NMR (DMSO-d6) δ : 2.19 (m? 2H) ； 3.19 (m, 1H) ； 3.30-3.48 (m5 

4H) ； 3.62-3.83 (m, 2H) : 3.96 (s? 3H) ； 4.18 (m? 2H) ； 4.54-4.76 (m, 3H)； 

4.69 (s, 2H) ； 6.54 (m5 1H) ； 7.04 (dd，1H) ； 7.21 (d? 1H) ； 7.26 (d? 1H)；

7.44 (d? 1H) ； 7.79 (d5 1H) ； 8.09 (s, 1H) ； 9.28 (m, 1H) ； 9.61 (m? 1H)； 

10.26 (m5 1H) ； 11.41 (s? 1H).

ES (MH)+ : 481

實例9

6・[({(3R，4S)・3・殛 基-1-(2-(7-甲 氧基 2酮基 產喏唏・1(2H)・基)乙 基] 

六氫毗咤 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味并[3,2・b][l，4]嚏啡・3(4H)・酮， 

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3・酮基二氫 

-2H-V比唳并[3?2-b][l?4]＜唠-6-M甲醛與中間物11反應，提供標 

題組合物。

1H NMR (DMSO-d6) δ : 2.19 (m5 2H) ； 3.17 (m5 1H) ； 3.25-3.70 (m? 

6H)； 3.59 (s,2H)； 3.96 (s，3H) ； 4.23 (m5 2H) ； 4.55-4.67 (m? 3H) ；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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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IH) ； 7.04 (dd, IH) ； 7.20 (d? IH) ； 7.27 (d，IH) ； 7.79 (d? IH) ； 7.90 

(d, IH) ； &09 (s，IH) ； 9.30 (m? IH) ； 9.60 (m? IH) ； 10.21 (m, IH)； 

11.08 (s, IH).

ES (MH)+ : 497

實例10

1・(2・{(3S，4R)・4・［(2,3・：氫［1,4］-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基甲基) 

胺基J-3-M基六氫毗味亠基}乙基)7甲氧基產喏啡・2(1H)・酮， 

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2,3■二氫［1，4］二氧 

陸圜烯并［2,3-c］毗唳-7-M甲醛與中間物12反應，提供標題組 

合物。

XH NMR (DMSO-d6) δ : 2.18 (m3 2H) ； 3.16 (m? IH) ； 3.26-3.40 (m? 

4H)； 3.65-3.74 (m, 2H)； 3.96 (s，3H)； 4.26443 (m? 7H)； 4.62 (dd? 2H)；

6.55 (m, IH) ； 7.04 (dd5 IH) ； 7.19 (d，IH) ； 7.36 (s, IH) ； 7.79 (d, IH)； 

8.08 (s5 IH) ； 8.26 (s， IH) ； 9.51 (m, 2H) ； 10.18 (m， IH)・

ES (MH)+ : 468

實例11

6-［({(3S,4R)-3-M 基·l-［2-(7-甲 氧基酮基谨喏啡基)乙 基］ 

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噪并［3,2・b］ ［l，4］ 口号阱・3(4H)・酮, 

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3・酮基-3,4-二氫 

■2H-毗唳并［3,2七］［1,4］碍唠6浚甲醛與中間物12反應，提供標 

題組合物。

XH NMR (D2Ο) δ : 2.28 (m5 2Η) ； 3.17 (ddd5 IH) ； 3.27 (m,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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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3.75 (m, 4H) ； 3.91 (s, 3H) ； 3.99 (m, IH) ； 4.28 (m，2H) ； 4.50-4.62 

(m, 2H) ； 4.71 (s, 2H) ； 4.80 (m? IH) ； 6.90 (d5 IH) ； 7.08 (d, IH) ； 7.11 

(dd? IH) ； 7.34 (d，IH) ； 7.79 (d? IH) ； 8.05 (s, IH).

ES (MH)+ : 481

實例12

1・(2・{(3S，4R)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噪7基甲基) 

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味-1·基}乙基)・2·酮基・1,2・二氫口奎"7-甲 

睛，單醋酸鹽 

與

實例13

1・(2・{(3R，4S)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 除7基甲基) 

胺基卜3-氟基六氫毗味-1-基}乙基)・2·酮基二氫睦口林-7-甲 

月青，單醋酸鹽

使 順 式(± )1-［2-(4-胺 基・3■氟 基六 氫毗口定-1・基)乙基卜2-酮 基 

■1?二氫＜ 口林7甲Μ (中間物19，0.95毫莫耳)懸浮於氯仿/ 

甲醇(1 ： 1，20毫升)中，並藉由逐滴添加Ν，Ν-二異丙基乙胺 

自由鹼化，直到全部物質溶解為止。接著，使用類似關於 

合成實例1所述之程序，使其接受以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 

并［253-c］p比＜ -7-M甲醛(160毫 克，0.95毫莫耳)與三乙醯氧基 

硼氫化鈿(600毫克，2.8毫莫耳)之還原性胺化作用。使過濾 

後所得之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與飽和碳酸氫錮中。以1M氫 

氧化鋼溶液將水相之pH值調整至pH〜10。將水相以二氯甲烷 

逆萃取，並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錮脫水乾燥，及濃縮。 

以水/乙月青/醋酸銭之逆相層析5獲得產物5為黃褐色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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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276 毫克(62%)。

1H-NMR (CDCl3-d) δ : 1.86 (m5 2H) ； 2.34 (m3 3H) ； 2.71 (m5 2H)；

2.82 (m, IH) ； 3.03 (m, IH) ； 3.30 (m，IH) ； 3.93 (m, 2H) ； 4.30 (m, 4H)； 

4.42 (m，2H) ； 4.90 (m, IH) ； 6.80 (d，IH) ； 6.90 (s, IH) ； 7.45 (d，IH)；

7.65 (m, 2H) ； 7.78 (s， IH) ； 8.09 (s5 IH).

MS (ESP) : 464 (MH+)對 C25H26FN5O3

夕卜消旋混合物係於Chiralpak AD3 250 x 20毫米，10 “管柱 

(50%甲醇、50%乙醇、0.1%二乙胺)上分離。實例12係首先 

溶離出，［ab =+14.3 (c = 0.3，甲醇)(89毫克)，接著為實例 

13，［a］D= -11.6 (c = 0.328 ，甲醇)(80 毫克)。

實例14

1・(2・{(3S，4R)・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噪7基甲基) 

胺基卜3・甲氧基六 氫毗唳-1·基}乙基)-7-甲氧基口奎喏口林-2(1H)- 

酮，雙·鹽酸鹽

將l-{2-［(3S?4R)-4-胺 基-3-甲氧基 六氫毗口定 亠基］乙基卜7-甲氧 

基 < 喏口林-2(1H)-酮(中間物31，160毫克 粗製物，0.48毫莫耳) 

與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Μ甲醛(80毫克， 

0・48毫莫耳)在無水甲醇/氯仿(1 ： 1 10毫升)中之混合物，

於氮氣下，在3Α分子篩上，於70°C下加熱一小時。使反應 

物冷卻至室溫，並添加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310毫克，1.44 

毫莫耳)。30分鐘後，經過矽藻土過濾反應物。使濾液濃縮 

至乾涸，溶於氯仿中之15%甲醇內，並以飽和碳酸氫鉤溶 

液洗滌。將水相以15%甲醇/氯仿再萃取兩次。使合併之有 

機相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在減壓下濃縮。於矽膠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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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0.25%氫氧化銭之2-5%甲醇在二氯甲烷中之梯度液層 

析，獲得160毫克(70%)標題組合物之自由態鹼，為油狀物。 

使其溶於二氯甲烷/乙瞇(1： 1，5毫升)中，並以瞇中之2.0M 

HC1 (〜2當量)處理。藉過濾收集所形成之沉澱物，在水中重 

配，並凍乾，獲得148毫克標題組合物，為固體。

1H NMR (D2 Ο) δ : 2.04-2.33 (m5 2Η) ； 3.05-3.25 (m，2H) ； 3.44 (s3 3H)；

3.50-351  (m5 3H) ； 3.87 (s5 3H) ； 4.04 (s, IH) ； 4.21 (d5 3H) ； 4.26-4.32 

(m, 3H) ； 4.33-4.40 (m5 2H) ； 4.45-4.58 (m? IH) ； 4.74-4.87 (m, IH)； 

6.82-6.92 (m，IH) ； 7.02-7.12 (m, 2H) ； 7.75 (d5 IH) ； 8.01 (s, IH) ； 8.09 

(S, IH).

MS (ESP) : 482 (MH+ )對 C? 5 比 i N5 O5

實例15

6・［({(3S，4R)・3・甲 氧基-1-(2-(7-甲 氧基酮基哇喏啡-1(2H)-基)乙 

基］六氫毗唳・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味并［3,2・b］［l，4］ 口号唠・3(4H)・ 

酮

按關於實例14所述(惟其鹽酸鹽製備除外)，使 

1 - {2- ［(3 S?4R)-4-胺 基-3-甲 氧基 六 氫毗 咤-1-基］乙 基}-7-甲 氧基口奎 

喏 唏-2(1H).酮(中間物31，160毫克 粗製物，0.48毫莫 耳)、3・ 

酮基 3牛二氫-2H-毗唳并［3,2也［1,4］口号唠-6-Μ甲醛(WO 2004/ 

058144) (85毫克，0.48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鋼(310毫 

克，1・44毫莫耳)反應，獲得139毫克(58%)標題組合物。 

iHNMR(DMSO・d6)δ : 136-1.53 (m, 1H)； 1.59-1.77 (m, IH)； 2.24-2.37 

(m，IH) ； 2.40-2.46 (m，IH) ； 2.60 (t, 2H) ； 2.65-2.84 (m, 2H) ； 3.14-3.21 

(m，3H) ； 3.30-3.34 (m, 2H) ； 3.67 (q, 2H) ； 3.92 (s5 3H) ； 4.22-4.4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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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 4.61 6 2H) ； 6.92-7.10 (m5 3H) ； 7.30 (d5 1H) ； 7.75 (d5 1H) ； &04 

(s, 1H) ； 11.15-11.27 (m? 1H)・

MS (ESP) : 495 (MH+)對 C25H30N6O5

實例16

1・(2・{(3R，4S)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除7基甲基) 

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咤亠基}乙基)7甲氧基睦喏啡-2(1H)- 

酮，雙·鹽酸鹽

按根 據實例14所述，使l-{2-［(3R54S)-4-胺 基-3·甲氧基六氫毗 

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谨喏＜ -2(1H)・酮(中間物37，37毫克， 

0.11毫莫耳)、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M甲醛 

(WO 2004/058144) (18毫克，0.11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 

錮(70毫克，0.33毫莫耳)反應，獲得29毫克標題組合物，為 

無色固體。

1H NMR (D2O) δ : 2.17-2.30 (m, 2H)； 3.12-3.24 (m9 2H)； 3.49 (s, 3H)；

3.56-3.75  (m? 3H) ； 3.92 (s5 3H) ； 4.09 (s5 1H) ； 4.25 (d5 2H) ； 4.34 (dd5 

2H)； 4.41 (dd5 2H)； 4.52-4.70 (m5 2H)； 4.79-4.93 (m5 2H)； 6.93 (d5 1H)； 

7.08-7.16 (m5 2H) ； 7.82 (d? 1H) ； 8.07 (s5 1H) ； 8.13 (s, 1H).

MS (ESP) : 482 (MH+ )對 C25H31N5O5

實例17

6-［({(3R,4S)-3-甲 氧基· 1-(2-(7-甲氧基・2・酮 基睦喏麻・1(2H)・基)乙 

基］六氫毗唉＞4・基}胺基)甲基卜2H■毗陀并［352-b］［l,4］^^.3(4H)-酮

按關於實例14所述(惟其鹽酸鹽製備除外)，使 

1-{2・［(3R,4S)4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產 

喏唏-2(1H)-酮(中間物37，37毫克粗製物，0.11毫莫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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酮基・3,4-二氫-2H-毗唳并[3,2-b][l，4] 口号唠-6-Μ 甲醛(WO 2004/ 

058144) (20毫克，0.11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70毫 

克，0.33毫莫耳)反應，獲得34毫克(63%)標題組合物。

NMR (DMSO-d6) δ : 1.39-1.53 (m5 1H) ； 1.59-1.77 (m? 1H) ； 2.29 

(d? 1H) ； 2.38-2.47 (m? 1H) ； 2.60 (t5 2H) ； 2.65-2.85 (m? 3H) ； 3.13-3.22 

(m，3H)； 3.30-3.34 (m, 2H) ； 3.58-3.78 (m5 2H) ； 3.92 (s，3H) ； 4.24-4.44 

(m5 2H) ； 4.61 (s, 2H) ； 6.93-7.07 (m5 3H) ； 7.30 (d? 1H) ； 7.75 (d? 1H)； 

8.04 (s, 1H) ； 11.20 (s5 1H).

MS (ESP) : 495 (MH+ )對 C25H30N6O5

實例18

6-[({(3R,4S)・3■甲 氧基-1-(2-(7■甲 氧基 2酮 基 產喏啡基)乙 

基]六氫毗噪 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噪并[3,2巾][1，4]廛唠・3(4H)・ 

酮，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 關於合 成實例14所述 之程序，使l-{2-[(3R?4S)-4- 

胺基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產喏< -2(1H)-酮 

(中間物37，70毫克粗製物，0.21毫莫耳)、3・酮基-3,4-二氫-2H- 

毗 唳 并[3?2-b][l,4]< 唠-6-M 甲 醛(WO 2004/058144) (40 毫克，0.21 

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130毫克，0.63毫莫耳)反 

應，獲得73毫克標題組合物，為灰白色固體。 ~

1H NMR (D2O) δ : 2.13-2.28 (m, 2H)； 3.03-3.21 (m, 2H)； 3.41-3.46 (m? 

3H)； 3.50 (s, 2H)； 3.52-3.72 (m, 4H)； 3.86 (s, 3H)； 4.08 (s, 1H)； 4.19-4.35 

(m5 3H) ； 4.44-4.59 (m5 1H) ； 4.74-4.88 (m，1H) ； 6.86 (d5 1H) ； 7.01-7.10 

(m5 2H) ； 7.70-7.79 (m? 2H) ； 8.01 (s，1H)・

MS (ESP) : 511 (MH+)對 C25H30N6O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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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19

1・(2・{(3S，4R)4[(2,3・=氫[1,4]-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基甲基) 

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2■酮基二氫睦＜ -7- 

甲購，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4所述之程序，使l-{2-[(3S?4R)-4- 

胺基-3-甲 氧基六 氫毗碇-1·基]乙基}-2・酮基二氫口奎口林-7-甲 

，睛(中間物41，93毫克，0.29毫莫耳)、2亠二氫[1,4]二氧陸圜 

烯并[2,3・c]毗 唳-7-M甲 醛(WO 2004/058144) (47毫克，0.29毫 莫 

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鉤(180毫克，0.86毫莫耳)反應，獲 

得95毫克標題組合物，為無色固體。

1H NMR (D2 Ο) δ : 2.14-2.33 (m5 2H)； 3.12-3.27 (m? 2H)； 3.42-3.49 (m, 

3H) ； 3.54-3.62 (m, 2H) ； 3.63-3.76 (m? 2H) ； 4.09 (s，1H) ； 4.25 (d? 1H)； 

4.32-4.39 (m? 4H) ； 4.43-4.50 (m? 2H) ； 4.50-4.65 (m5 1H) ； 4.83 (d5 1H)； 

6.80 (d9 1H) ； 7.29 (s, 1H) ； 7.61 (dd5 1H) ； 7.82 (d5 1H) ； 7.91 (s, 1H)； 

7.97 (d? 1H) ； 8.22 (s, 1H).

MS (ESP) : 476 (MH+)對 C26H29N5 O4

實例20

1・[2・((3S，4R)・3■甲 氧基・4・{[(3・酮 基・3,4・二 氫■毗 唳 并[3,2・b][l，4] 

口号唠基)甲 基]胺基}六氫毗噪亠基)乙基卜2・酮基二 氫4 

口林-7-甲月青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4所述之程序(惟其鹽酸鹽製備 

除外)，使l-{2-[(3S54R)-4-胺 基甲氧基六 氫毗唳 亠基]乙基}2 

酮基・1,2■二氫＜ ＜ 7甲睛(中間物41，93毫克，0.29毫莫耳)、 

3・酮 基-3,4・二 氫・2H・毗 唳 并[3,2・b][l，4] 口号啡 6 幾甲醛(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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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058144) (51毫克，0.29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 

(180毫克，0.86毫莫耳)反應，獲得80毫克(57%)標題化合物， 

為灰白色固體。

】HNMR(DMSO・d6)δ : 1.36-1.51 (m5 IH)； 1.59-1.75 (m，IH)； 2.23-2.37 

(m? IH) ； 2.56 (t, 2H) ； 2.60-2.80 (m5 3H) ； 3.17 (s? 3H) ； 3.26-3.32 (m? 

2H) ； 3.68 (q5 2H) ； 4.25-4.45 (m? 2H) ； 4.61 (s5 2H) ； 6.78 (d5 IH) ； 6.99 

(d, IH) ； 7.29 (d5 IH) ； 7.65 (dd5 IH) ； 7.91 (d? IH) ； 8.00 (d5 IH) ； 8.10 

(s，IH) ； 11.20 (s，IH)・

MS (ESP) : 489 (MH+)對 C26H28N6O4

實例21

l-[2-((3S,4R)-3-甲 氧基酮 基-3,4-—氫・2H・毗 咤 并[3,2・b][l，4] 

嚏"井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味基)乙基卜2-酮基・1,2・二氫口奎 

麻7甲睹，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4所述之程序，使l-｛2-[(3S?4R)-4- 

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口定-1-基]乙基｝-2・酮基-1,2■•二氫口奎口林-7-甲 

月青(中間物41，93毫克，0.29毫莫耳)、3・酮基-3,4・二氫-2H- 

毗 唳 并[3,2・b][l,4]翟 啡-6-M 甲 醛(WO 2004/058144) (55 毫克，0.29 

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180毫克，0.86毫莫耳)反 

應，獲得68毫克標題組合物，為黃色固體。

1H NMR (D2Ο) δ : 2.14-2.27 (m, 2H)； 3.00-3.15 (m, 2H)； 3.44 (s, 3H)； 

3.47-3.53 (m3 4H) ； 3.57-3.70 (m? 2H) ； 4.05 (s, IH) ； 4.12-4.21 (m5 IH)；

4.27 (d5 2H) ； 4.47-4.64 (m5 IH) ； 4.72-4.86 (m, IH) ； 6.80 (d? IH) ； 7.05 

(d, IH) ； 7.61 (dd5 IH) ； 7.75 (d5 IH) ； 7.82 (d5 IH) ； 7.91 (s, IH) ； 7.97 

(d，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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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 (ESP) : 505 (MH+)對 C26H28N6O3S

實例22

1・(2・｛(3R，4S)4［(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除7基甲基) 

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2酮基・1,2■二氫陸＜ 7 

甲睹，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4所述之程序，使l・｛2・［(3R，4S)-4・ 

胺基甲氧基六 氫毗唳基］乙基｝-2-酮基-1,2·二氫口奎口林-7-甲 

睛(中間物43，80毫克，0.25毫莫耳)、23二氫［1,4］二氧陸圜 

烯并［2?3-c］v比唳-7-M 甲醛(WO 2004/058144) (41 毫克，0.25 毫莫 

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160毫克，0.74毫莫耳)反應，獲 

得69毫克標題組合物，為灰白色固體。

1H NMR (D2 Ο) 5 : 2.14-2.30 (m5 2H)； 3.12-3.25 (m? 2H)； 3.41-3.48 (m, 

3H) ； 3.54-3.62 (m? 2H) ； 3.63-3.74 (m? 2H) ； 4.08 (s, 1H) ； 4.26 (s5 1H)； 

4.30438 (m, 4H) ； 4.40-4.47 (m, 2H) ； 4.53-4.66 (m, 1H) ； 4.75-4.90 (m, 

1H) ； 6.80 (d, 1H) ； 7.24 (s5 1H) ； 7.62 (dd5 1H) ； 7.83 (d5 1H) ； 7.92 (s5 

1H) ； 7.98 (d5 1H) ； 8.19 (s, 1H)・

MS (ESP) : 476 (MH+)對 C26H29N5O4

實例23

1・［2-((3R，4S)・3・甲 氧基・4・｛［(3・酮 基二 氫・2H・毗 唳 并［3,2・b］［l，4］ 

碍 啡基)甲基］胺基｝六氫毗 症 亠基)乙基卜2・酮基二 氫＜ 

□林・7■甲Μ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14所述之程序(惟其鹽酸鹽製備 

除外)，使l-｛2-［(3R?4S)-4-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噪亠基］乙基｝-2- 

酮基・1,2■二氫＜ ＜ -7-甲月青(中間物43，80毫克，0.25毫莫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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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酮基34-二氫-2H-毗唳并[3,2-b][l,4] 口号阱 6綾甲醛(WO 

2004/058144) (45毫克，0.25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 

(160毫克，0.74毫莫耳)反應，獲得62毫克(55%產率)標題化 

合物，為灰白色固體。

1H NMR (DMSO-d6) δ : 1.36-1.51 (m5 1H)； 1.61-1.74 (m? 1H)； 2.23236 

(m, 1H) ； 2.58 (t, 2H) ； 2.61-2.85 (m? 3H) ； 3.13-3.21 (m5 3H) ； 3.26-3.32 

(m, 2H) ； 3.58-3.78 (m5 2H) ； 4.30445 (m? 2H) ； 4.61 (s, 2H) ； 6.78 (d?

1H) ； 7.00 (d5 1H) ； 7.30 (d5 1H) ； 7.65 (dd5 1H) ； 7.91 (d5 1H) ； &00 (d, 

1H) ； 8.07-&13 (m? 1H) ； 11.21 (s, 1H)・

MS (ESP) : 489 (MH+ )對 C26H28N6O4

實例24

1・[2・((3R，4S)・3■甲氧基-4-{[(3-酮基・3,4・二氫毗唳并[3,2-b][l,4] 

嚏阱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噪亠基)乙基卜2・酮基二氫喳 

唏7甲睹，雙·鹽酸鹽

按關於實例14所述，使l・{2・[(3R,4S)-4・胺基甲氧基六氫毗 

噪-1 .基]乙基}-2-酮基二氫口奎口林-7-甲月青(中間物43，80笔 

克，0.25毫 莫耳厂3・酮基-3,4■二 氫・2H・毗唳并[3,2-b][l，4]嚏啡-6- 

幾甲醛(WO 2004/058144) (48毫克，0.25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 

硼氫化鈿(160毫克，0.74毫莫耳)反應，獲得56毫克標題組 

合物，為灰白色固體。

XHNMR (D2O) d : 2.10-2.24 (m, 2H)； 2.89-3.13 (m9 2H)； 3.38-3.46 (m, 

5H) ； 3.48-3.52 (m5 2H) ； 3.53-3.68 (m? 2H) ； 4.04 (s5 1H) ； 4.11 (d? 1H)；

4.27 (d? 2H) ； 4.49-4.62 (m5 1H) ； 4.73-4.84 (m5 1H) ； 6.79 (d? 1H) ； 7.05 

(d5 1H) ； 7.61 (dd5 1H) ； 7.75 (d5 1H) ； 7.82 (d, 1H) ； 7.91 (s, 1H) ； 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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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IH)・

MS (ESP) : 505 (MH+)對 C26H28N6O3 S

實例25

1・(2・{(3S，4S)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 噪7基甲基) 

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谨喏啡-2(1H)- 

酮，雙·鹽酸鹽

使用類 似 關於合 成實例14所述 之程序，使l-{2-［(3S54S)-4- 

胺基甲氧基六氫毗口定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產喏＜ -2(1H)-酮 

(中間物48，70毫克，0.21毫莫耳厂2$二氫［1,4］二氧陸圜烯 

并［2,3・c］毗 唳-7-M 甲 醛(WO 2004/058144) (35 毫克，0.21 毫 莫耳) 

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130毫克，0.63毫莫耳)反應，獲得 

61毫克標題組合物，為黃色固體。

xHNMR(D2Ο) δ : 1.83-2.02 (m5 IH)； 2.37-2.50 (m? IH)； 2.90-3.06 (m5 

IH)； 3.08-3.23 (m? IH) ； 3.33-3.48 (m5 4H)； 3.55-3.70 (m5 3H)； 3.73-3.81 

(m5 IH) ； 3.87 (s5 3H) ； 4.16-4.26 (m, IH) ； 4.32-4.39 (m? 4H) ； 4.43-4.51 

(m，2H) ； 4.60-4.80 (m, 2H) ； 6.87 (d，IH) ； 7.07 (dd? IH) ； 7.27 (s5 IH)；

7.76 (d， IH) ； 8.01 (s， IH) ； 8.20 (s, IH)・

MS (ESP) : 482 (MH+ )對 C? 5 H31N5 O5

實例26

6-［({(3S,4S)-3-甲氧基-1-(2-(7-甲氧基酮基產 喏啡・1(2H)・基)乙基］ 

六氫毗味・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味并［3,2・b］ ［1,4］碍啡-3(4H)-酮

按關於實例14所述(惟其鹽酸鹽製備除外)，使 

l-{2-［(3S,4S)4胺 基-3·甲氧基六氫毗 唳 亠基］乙基}7甲氧基產 

喏＜ -2(1H＞酮(中間物48，70毫克，0.21毫莫耳)、3-酮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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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氫-2H-毗 吹 并［3,2・b］［l，4］口号啡-6-M 甲醛(WO 2004/058144) (37 毫 

克，0.21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130毫克，0.63毫莫 

耳)反應。使粗產物接受急驟式層析，以0-10%甲醇/二氯甲 

烷之梯度液溶離，獲得62毫克(62%)標題化合物，［q］d=・19・5 

(甲醇 9 c = 0.58)。

iHNMR(DMSO・d6)δ : 1.04-1.23 (m, 1H)； 1.76 (t5 1H)； 1.81-1.91 (m? 

1H) ； 1.93-2.07 (m5 1H) ； 2.18242 (m5 1H) ； 2.61 (L 2H) ； 2.79-2.99 (m? 

2H) ； 3.20-3.30 (m, 4H) ； 3.54-3.75 (m, 2H) ； 3.91 (s, 3H) ； 4.25-4.43 (m? 

2H)； 4.59 (s? 2H)； 6.90-7.06 (m, 3H)； 7.27 (d5 1H)； 7.74 (d5 1H)； 8.02-8.06 

(m? 1H) ； 11.18 (s, 1H)・

MS (ESP) : 495 (MH+ )對 C25H3 0N6 O5

實例27

1・(2・{(3R，4R)4［(2,3・=氫［1，4］二 氧陸圜烯并［2,3・c］毗 唳 7基甲 

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味亠基}乙基)-7-甲氧基谨喏唏 

-2(1H)-酮，雙·鹽酸鹽

按關於實例14所述，使l-{2-［(3R?4R)-4-胺 基-3-甲氧基六氫毗 

< 亠基］乙基}7甲氧基產喏啡-2(1H)-酮(中間物56，75毫克， 

0.23毫莫耳)、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浚甲醛 

(WO 2004/058144) (37毫克，0.23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 

鈿(150毫克，0.69毫莫耳)反應，獲得標題組合物(63毫克)> 

為黃色固體。

^NMR (D2 Ο) δ ： 1.81202 (m5 1H)； 2.34-2.52 (m, 1H)； 2.92-3.05 (m? 

1H)； 3.10-3.23 (m5 1H) ； 3.37-3.49 (m5 4H)； 3.54-3.72 (m5 3H)； 3.73-3.82 

(m，1H) ； 3.85-3.90 (m, 3H)；第22 (d? 1H) ； 4.29-4.41 (m, 4H) ； 4.43-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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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2H) ； 4.60-4.80 (m? 2H) ； 6.83-6.91 (m, IH) ； 7.07 (dd? IH) ； 7.26-7.31

(m, IH) ； 7.74 (d? IH) ； 7.97-8.03 (m, IH) ； & 17-8.26 (m, IH)・

MS (ESP) : 482 (MH+)對 C25H31N5O5

實例28

6・［({(3R，4R)・3・甲氧基亠［2・(7·甲氧基酮基產喏啡-1(2H)-基)乙 

基］六氫毗味4基}胺基)甲基卜2H・毗 哽并［3,2・b］ ［1，4］呀 唠-3(4H).酮

按關於實例14所述(惟其鹽酸鹽製備除外)，使 

l-{2-［(3R54R)-4-胺基甲氧基六氫毗 < 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產 

喏口林-2(1H)-酮(中間物56，75毫克0.23毫莫 耳)、3・酮基-3,4- 

二氫-2H-毗唳并［3,2・b］［l，4］碍唠-6-緩甲醛(WO 2004/058144) (40 毫 

克，0.23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150毫克，0.69毫莫 

耳)反應，獲得73毫克(66%)標題化合物，［α］Ό= +17.5 (甲醇， 

c = 0.56) °

1HNMR(DMSO-d6) δ : 1.04-1.22 (m5 IH)； 1.78 (t，lH)； 1.834.93 (m5 

IH) ； 2.00 (m，IH) ； 2.22-2.35 (m，IH) ； 2.62 (t? 2H) ； 2.81-3.00 (m, 2H)；

3.20-3.30  (m? 4H) ； 3.56-3.78 (m5 2H) ； 3.92 (s5 3H) ； 4.26444 (m5 2H)；

4.61 (s，2H)； 6.92-7.08 (m? 3H)； 7.29 (d, IH)； 7.75 © IH)； &05 (s，IH)； 

11.21 (s? IH)・

MS (ESP) : 495 (MH+)對 C25H3()N6O5

實例29

1・(2・{4・［(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咤7基甲基)胺基卜 

3・翹基六氫毗噪亠基}乙基)7甲氧基哇喏唏-2(1H)-酮，反式 

對掌異構物A,雙鹽酸鹽

按關於實例14所述，使1-{2-［4-胺基-3・幾基六氫毗唳-1・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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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基卜7-甲氧基產喏唏・2(1H)・酮，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 

57，39毫克，0.12毫莫耳)、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53-c］ 

毗＜ -7-M甲 醛(WO 2004/058144) (20毫 克，0.12毫 莫耳)及三乙 

醯氧基硼氫化錮(76毫克，0.36毫莫耳)反應，獲得標題組合 

物，為黃色固體(39毫克)。

1H NMR (D2O) δ : 1.82-2.00 (m? 1H) ； 2.48 (dd5 1H) ； 3.01 (t5 1H)； 

3.08-3.21 (m, 1H) ； 3.30-3.44 (m? 1H) ； 3.58 (t, 2H) ； 3.79-3.95 (m? 5H)； 

3.97409 (m，1H) ； 4.30-4.50 (m, 6H) ； 4.65 (t? 2H) ； 6.87 (d3 1H) ； 7.07 

(dd, 1H) ； 7.28 (s, 1H) ； 7.76 (d, 1H) ； 8.01 (s? 1H) ； 8.20 (s, 1H)・ 

MS (ESP) : 468 (MH+)對 C24H29N5O5

實例30

基亠［2-(7-甲 氧基 2酮基口奎喏啡-1(2H)-基)乙 基］六氫毗 

唳 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味并［3,2・b］［l，4］口号唠・3(4H)・酮，反式 

對掌異構物A

按關於實例14所述(惟其鹽酸鹽製備除外)，使1-｛2-［4・胺 

基-3-M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谨喏嘛-2(1H)-酮、反 

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57，39毫克，0.12毫莫耳)、3・酮基 

34-二 氫-2H-P比 口定 并［3,2・b］［l，4］口号阱-6-Μ 甲 醛(WO 2004/058144) 

(21毫克，0.12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76毫克＞ 0.36 

毫莫耳)反應，獲得49毫克(84%)標題化合物。

1H NMR (DMSO-d6) δ : 1.09-1.26 (m, 1H)； 1.94 (t, 2H)； 2.04 (t, 1H)；

2.20-2.35  (m9 1H) ； 2.64 (t5 2H) ； 2.88-3.10 (m5 2H) ； 3.18-3.32 (m5 1H)；

3.63-3.87  (m5 2H)； 3.98 (s, 3H)； 4.39 (t, 2H)； 4.67 (s, 2H)； 4.90 (d? 1H)； 

6.99-7.11 (m? 3H)； 7.36 (d, 1H)； 7.81 © 1H)； &10 (s3 1H)； 11.27 (s5 1H).

127286 -150-



200831517

MS (ESP) ： 481 (MH+)對 C24H28N6O5

實例31

1-(2-(4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y］毗唳 7基甲基)胺 

基卜3·翹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谨喏唏-2(1H)-酮，反 

式對掌異構物B,雙·鹽酸鹽

按關於實例14所述，使1-｛2-［4-胺基・3-痙基六氫毗唳-1-基］ 

乙基｝7甲氧基 < 喏 < ・2(1H)・酮,反式對掌異構物(中間物 

65，42毫克，0.13毫莫耳)、23二氫［1,4］二 氧陸圜烯并［2,3・c］ 

毗唳-7-a甲醛(WO 2004/058144) (22毫克，0.13毫莫耳)及三乙 

醯氧基硼氫化錮(83毫克，0.39毫莫耳)反應，獲得45毫克標 

題組合物，為黃色固體。

1HNMR(D2Ο) δ : 1.82-1.99 (m, IH)； 2.42-2.53 (m5 IH)； 3.01 (t? IH)； 

3.08-3.20 (m5 IH) ； 3.32-3.44 (m，IH) ； 3.58 (t5 2H) ； 3.80-3.95 (m, 5H)； 

3.96-4.09 (m，IH) ； 4.32-4.50 (m5 6H) ； 4.65 (t? 2H) ； 6.87 (d, IH) ； 7.07 

(dd5 IH) ； 7.29 (s, IH) ； 7.76 (d? IH) ； 8.00 (s, IH) ； 8.21 (s, IH)・ 

MS (ESP) ： 467 (MH+)對 C24H29N5O5

實例32

6・［(｛3・翹基亠［2・(7・甲氧基2酮基產喏啡-1(2H)-基)乙基］六氫毗 

唳4基｝胺基)甲基卜2H·毗 唳并［3,24］［1，4］碍 阱-3(4H)-酮，反式 

對掌異構物B

按關於實例14所述(惟其鹽酸鹽製備除外)，使1-｛2-［4-胺 

基-3-M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產喏啡・2(1H)・酮,反 

式對掌異構物(中間物65，42毫克，0.13毫莫耳)、3・酮基-3,4- 

二 氫-2H-毗 唳 并［32也［1，4］口号唠-6-M 甲 醛(W02004/058144) (24 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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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0.13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83毫克，0.39毫莫 

耳)反應，獲得42毫克(68%產率)標題化合物。

XHNMR (DMSO-d6) S : 1.024.21 (m, 1H)； 1.88 (t, 2H)： 1.98 (t，1H)； 

2.15231 (m? 1H) ； 2.59 (t5 2H) ； 2.84-3.03 (m，2H) ； 3.13-3.25 (m, 1H)； 

3.58-3.80 (m? 2H)； 3.92 (s, 3H)； 4.32 (t5 2H)； 4.61 (s? 2H)； 4.84 (d5 1H)；

6.94-7.05  (m? 3H) ； 7.30 (d5 1H) ； 7.68-7.79 (m, 1H) ； 8.04 (s, 1H)； 

1L16-1L29 (m5 1H).

MS (ESP) : 481 (MH+)對 C24H28N6O5

實例33

l-(2-{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噪 7基甲基)胺 

基卜3-氟基六 氫毗噪基}乙基)-2・酮基-1,2■二氫口奎口林-7-甲月青9 

反式對掌異構物A,雙-鹽酸鹽

將1-{2-［4-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1·基］乙基}-2-酮基二氫 

產啡7甲月青，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67，粗製物150 

毫克，0.48毫莫耳)與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 

幾甲醛(WO 2004/058144) (80毫克，0.48毫莫耳)在無水甲醇/ 

氯仿(1 ： 1 ，20毫升)中之混合物，在氮氣下，於3A分子篩 

上，在70°C下加熱一小時。使反應物冷卻至室溫，並添加 

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300毫克，1.43毫莫耳)。將反應物於 

室溫下攪拌過夜。經過矽藻土過濾反應混合物。使濾液濃 

縮至乾涸。使粗產物溶於15%甲醇/氯仿中，並以飽和碳酸 

氫錮溶液洗滌。將水相以15%甲醇/氯仿再萃取一次。使合 

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鈿脫水乾燥，過濾5及在減壓下濃縮。 

於矽膠上，以0-5%甲醇在二氯甲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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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毫克(26%)標題組合物之自由態鹼，為油狀物。使其溶於 

1： 1二氯甲烷/乙瞇(5毫升)中，並以瞇中之1.0M HC1 (〜2當 

量)處理，而造成沉澱物。使此混合物濃縮至乾涸。將所形 

成之固體在水中重配，並凍乾，獲得66毫克標題組合物。 

1HNMR(D2 Ο) δ ppm： 1.81-1.94 (m，1H)； 2.30-2.43 (m, 1H)； 3.13-3.26 

(m, 1H) ； 3.32-3.42 (m, 1H) ； 3.42-3.50 (m5 1H) ； 3.53 (t, 2H) ； 3.57-3.66 

(m5 1H) ； 3,79-3,93 (m? 1H) ； 4.11-4.27 (m5 2H) ； 4.38-4.43 (m5 2H)；

4.50-4.56  (m, 2H) ； 4.62-4.75 (m, 1H) ； 4.80488 (m5 1H) ； 4.85 (m, 1H)

6.85 (d5 1H) ； 7.25 (s? 1H) ； 7.68 (dd5 1H) ； 7.89 (d9 1H) ； 7.98 (s5 1H)； 

8.03 (d5 1H) ； 8.20 (s5 1H).

MS (ESP) : 464 (MH+)對 C25H26FN5O3

實例34

1・[2・((3・氟 基-4-{[(3-酮 基二 氫・2H・毗 并口号唠-6- 

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唳-1-基)乙基卜2-酮基二氫口奎啡-7-甲 

月青，反式對掌異構物A

按關於實例33所述(惟其鹽酸鹽製備除外)，1-{2-[4-胺基-3- 

氟基六氫毗口定基]乙基卜2-酮基-1，2-二氫口奎口林-7-甲月青，反式 

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67，150毫克，0.48毫莫耳)、3-酮基-3,4- 

二 氫-2H“比唳 并[3,2-b][l,4]口号唠-6-M 甲 醛(WO 2004/058144) (85 毫 

克，0.48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300毫克，1.43毫莫 

耳)反應，獲得70毫克(30%)標題組合物。[q]d=-12・4 (甲醇， 

c = 0.5).

!ΗΝΜΚ (DMSO-d6) δ ppm： 1.21 (m5 1H)； 1.84-1.95 (m, 1H)； 2.04-2.21 

(m, 2H) ； 2.30-2.41 (m5 1H) ； 2.57-2.67 (m5 2H) ； 2.78-2.87 (m5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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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8-3.29 (m, 1H) ； 3.73 (s? 2H) ； 4.29 (m5 1H) ； 4.29-4.46 (m5 2H) ； 4.61 

(s，2H) ； 6.78 (d5 1H) ； 7.01 (d? 1H) ； 7.30 (d，1H) ； 7.66 (dd5 1H) ； 7.91 

(d5 1H) ； 8.01 (d5 1H) ； 8.11 (s, 1H) ； 11.19 (s, 1H)・

MS (ESP) : 477 (MH+)對 C25H25FN6O3

使實例35至40於Waters XBridge C-18管柱上藉逆相HPLC純 

化'以具有醋酸銭緩衝劑(pH = 8)之5-50%水/乙月青溶離。 

實例35

1・(2・{4・［(2,3・二 氫［1，4］二 氧陸圜烯并［2,3・c］毗 除 7基甲基)胺 

基卜3・氟基六 氫毗除・1・基}乙基)・7・甲氧基口奎喏4K・2(1H)・酮9反 

式對掌異構物，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33所述之程序，使2,3■二氫［1,4］二 

氧陸圜烯并［2,3・c］毗 唳-7-M甲醛與1-{2-［4-胺 基氟基六氫毗 

唳-1-基］乙基卜7-甲氧基產喏口林-2(1H)-酮，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77)反應，提供標題組合物。

xHNMR(D2Ο) δ ppm： 1.81-1.97 (m? 1H)； 2.32-2.45 (m? 1H)； 3.20-3.32 

(m5 1H) ； 3.35-3.44 (m? 1H) ； 3.52-3.72 (m, 4H) ； 3.91 (s，3H) ； 3.85-3.95 

(m, 1H) ； 4.13-4.28 (m? 2H) ； 4.37-4.43 (m? 2H) ； 4.51-4.56 (m? 2H)；

4.57-4.73  (m? 2H) ； 4.94 (m，1H) ； 6.90 (d? 1H) ； 7.10 (dd, 1H) ； 7.30 (s， 

1H) ； 7.78 (d5 1H) ； 8.03 (s? 1H) ； 8.22 (s? 1H)・

ES (MH)+470

實例36

6・［({3・氟基亠［2・(7・甲氧基 2酮基哇喏啡・1(2H)・基)乙基］六 氫毗 

唳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味并［3,24＞］［1，4］碍唠・3(4H)・酮,反式 

對掌異構物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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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33所述之程序(惟其鹽酸鹽製備 

除外)，使3・酮基-3,4-二 氫·2Η-毗 唳 并［3,2・b］［l,4］口号啡-6.竣甲醛 

與1-{2-［4-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1・基］乙基卜7-甲氧基口奎喏卩林 

-2(1H)・酮，反式對掌異構物A (中間物77)反應，提供標題化 

合物。

】H NMR (DMSO-d6) δ ppm : 1.14-1.29 (m? IH) ； 1.82-1.95 (m, IH)； 

2.04220 (m, 2H) ； 2.52261 (m, IH) ； 2.60270 (m5 2H) ； 2.78289 (m, 

IH)； 3.16-3.27 (m? IH) ； 3.67-3.80 (m9 2H) ； 3.88-3.96 (m，3H) ； 4.29-4.43 

(m? 2H) ； 4.30 (m? IH) ； 4.61 (s, 2H) ； 6.96-7.06 (m，3H) ； 7.30 (d? IH)；

7.75 (d, IH) ； &00-8.09 (m9 IH) ； 11.19 (s? IH).

ES (MH)+483

實例37

1-(2-(4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除 7基甲基)胺 

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基}乙基)酮基二氫口奎□林甲月青9 

反式對掌異構物Β,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33所述之程序，使2,3-二氫［1，4］二 

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M甲醛與1-{2・［4・胺基-3・氟基六氫毗 

唳亠基］乙基}2酮基二氫< < 7甲月青，反式對掌異構物 

B (中間物79)反應，提供標題組合物。

XHNMR (D2O) δ ppm： 1.81-1.94 (m，IH)； 2.30-2.43 (m, IH)； 3.13-3.26 

(m, IH) ； 3.32-3.42 (m，IH) ； 3.42-3.50 (m, IH) ； 3.53 (t, 2H) ； 3.57-3.66 

(m, IH) ； 3.79-3.93 (m，IH) ； 4.11-4.27 (m, 2H) ； 4.38443 (m? 2H)；

4.50-4.56  (m, 2H) ； 4.62-4.75 (m? IH) ； 4.80-4.88 (m5 IH) ； 4.85 (m? IH)

6.85 (d5 IH) ； 7.25 (s, IH) ； 7.68 (dd? IH) ； 7.89 (d? IH) ； 7.98 (s, 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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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 (d? 1H) ； 8.20 (s? 1H)

ES (MH)+464

實例38

1・［2・(3・氟基・4・{［(3・酮基-3,4--氫・2H・毗唉:并［3,2亠］［1，4］口号唠・6・基) 

甲基］胺基}六氫毗噪基)乙基卜2・酮基-1,2-—氫口奎口林-7-甲月青9 

反式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33所述之程序(惟其鹽酸鹽製備 

除外)，使3・酮基・3,4・二 氫-2H-毗口定并［3?b］［l，4］口号唠 6幾甲醛 

與1-{2-［4-胺基-3-氟基六 氫毗唳-1-基］乙基卜2-酮基-1,2-—氫口奎 

啡7甲月青，反式對掌異構物B (中間物79)反應，提供標題化 

合物。

iHNMR(DMSO・d6)δ ppm： 1.21 (m, 1H) 1.84-1.95 (m? 1H)； 2.04-2.21 

(m? 2H) ； 2.30-2.41 (m5 1H) ； 2.57-2.67 (m? 2H) ； 2.78-2.87 (m? 1H)； 

3.18-3.29 (m, 1H) ； 3.73 (s? 2H) ； 4.29 (m, 1H) 4.29-4.46 (m5 2H) ； 4.61 (s? 

2H) ； 6.78 (d5 1H) ； 7.01 (d, 1H) ； 7.30 (d? 1H) ； 7.66 (dd5 1H) ； 7.91 (d9 

1H) ； 8.01 (d? 1H) ； 8.11 (s, 1H) ； 11.19 (s, 1H)

ES (MH)+477 ［a］D= +19.8 (甲醇，c = 0.46)

實例39

l-(2-{4-［(23-—氫［1,4］-氧陸圜烯并［2$c］毗陀7基甲基)胺 

基卜3・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7甲氧基哇喏啡-2(1H)-酮，反 

式對掌異構物B,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33所述之程序，使2,3■二氫［1,4］二 

氧陸圜烯并［2,3・c］毗唳7幾甲醛與1-{2-［4-胺基・3-氟基六氫毗 

唳亠基］乙基卜7・甲氧基唾喏口林-2(1H)-酮,反式對掌異構物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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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物83)反應，提供標題組合物。

1H NMR (D2Ο) δ ppm： 1.81-1.97 (m, IH)； 2.32-2.45 (m5 IH)； 3.20-3.32 

(m5 IH) ； 3.35-3.44 (m, IH) ； 3.52-3.72 (m? 4H) ； 3.91 (s，3H) ； 3.85-3.95 

(m，IH) ； 4.13-4.28 (m, 2H) ； 4.37-4.43 (m? 2H) ； 4.51456 (m, 2H)；

4.57-4.73  (m? 2H) ； 4.94 (m? IH) ； 6.90 (d，IH) ； 7.10 (dd? IH) ； 7.30 (s， 

IH) ； 7.78 (d, IH) ； 8.03 (s, IH) ； 8.22 (s, IH).

ES (MH)+470

實例40

6・[({3・氟基甲氧基酮基口奎喏口林-1(2Η)-基)乙基]六 氫毗 

噪4基}胺基)甲基卜2Η・毗咚并[3,2・b][l，4] 口号唠-3(4H)-酮，反式 

對掌異構物B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33所述之程序(惟其鹽酸鹽製備 

除外)，使3-酮基-3,4-—氫-2H-毗 唳 并卩，2-b][l，4]口号啡-6-M甲醛 

與1-{2-[4-胺 基-3-氟基 六 氫 毗口定-1-基]乙 基卜7-甲 氧 基口奎喏口林 

-2(1H)-酮,反式對掌異構物B (中間物83)反應，提供標題化 

合物。

〔Η NMR (DMSO-d6) δ ppm : 1.14-1.29 (m，IH) ； 1.82-1.95 (m5 IH)； 

2.04-2.20 (m? 2H) ； 2.52-2.61 (m5 IH) ； 2.60-2.70 (m9 2H) ； 2.78-2.89 (m, 

IH)； 3.16-3.27 (m5 IH) ； 3.67-3.80 (m? 2H) ； 3.88-3.96 (m，3H) ； 4.29-4.43 

(m, 2H) ； 4.30 (m5 IH) ； 4.61 (s5 2H) ； 6.96-7.06 (m5 3H) ； 7.30 (d，IH)；

7.75 (d5 IH) ； 8.00-&09 (m, IH) ； 11.19 (s, IH)

ES (MH)+483

實例41

1・(2・{(3R，4R)4[(2,3・二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 7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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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味亠基｝乙基)・2■酮基二氫< < 

7甲睹，雙鹽酸鹽

將1・｛2・［(3R，4R)4胺 基甲氧基六氫毗唳 亠基］乙基｝2酮基 

丄2・二氫 < 嘛甲脂(中間物85，105毫克粗製物，0.32毫莫 

耳)與2,3-二 氫［1,4］二 氧陸圜烯并［2,3-c］毗< -7-M甲醛(WO 2004/ 

058144) (53毫克，0.32毫莫耳)在無水甲醇/氯仿(1 ： 1，10毫 

升)中之混合物，在氮大氣下，於3A分子篩上，在70°C下加 

熱三小時。使反應物冷卻至室溫，並添加三乙醯氧基硼氫 

化錮(205毫克，0.97毫莫耳)。將反應物於室溫下攪拌過夜， 

然後經過矽藻土過濾。使濾液濃縮至乾涸，溶於氯仿中之 

15%甲醇內，並以飽和碳酸氫鈿溶液洗滌。將水相以15%甲 

醇/氯仿再萃取兩次。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鎂脫水乾燥， 

及在減壓下濃縮。於矽膠上，以含有0.25%氫氧化銭之2-10% 

甲醇在二氯甲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61毫克(40%)標題組 

合物之自由態鹼，為油狀物。使其溶於1： 1二氯甲烷/乙瞇 

(5毫升)中，並以瞇中之1.0M HC1 (〜2當量)處理。藉過濾收 

集所形成之沉澱物，在水中重配，並凍乾，獲得63毫克標 

題組合物，為固體。

MS (ESP) : 476 (MH+)對 C26H29N5O4

XHNMR (D2Ο) δ ppm： 1.84-2.00 (m3 1H)； 2.37-2.49 (m, 1H)； 2.93-3.06 

(m? 1H) ； 3.10-3.23 (m? 1H) ； 3.33-3.44 (m5 4H) ； 3.53-3.80 (m5 4H) ； 4.19

(d? 1H) ； 4.27-4.40 (m，4H) ； 4.40-4.48 (m, 2H) ； 4.62-4.76 (m，2H) ； 6.79

(d, 1H) ； 7.22 (s, 1H) ； 7.62 (dd5 1H) ； 7.83 (d5 1H) ； 7.91 (s? 1H) ； 7.97

(d5 1H) ； 8.14-8.20 (m5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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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例42

1・[2・((3R，4R)・3・甲氧基 4{[(3-酮 基・3,4・二 氫・2H・毗 噪 并[3,2・b][l，4] 

口亏"井基)甲基]胺基}六氫毗除基)乙基卜2-酮基・1,2-二氫口奎 

嘛・7・甲月青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41所述之程序(惟其鹽酸鹽製備 

除外)，使1・{2・[(3R,4R)4胺基甲氧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2 

酮基丄2 ■二氫 < 唏7甲，睛(中間物85，105毫克，032毫莫耳)、 

3-酮 基・3,4・二 氫-2H·毗 唳 并[3?b][l，4]口号口井-6-Μ甲 醛(WO 2004/ 

058144) (57毫克，0.32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 氫化鈿(205毫 

克，0.97毫莫耳)反應。於矽膠上，以含有0.25%氫氧化Μ之 

2-10%甲醇在二氯甲烷中之梯度液層析，獲得88毫克(56%) 

標題化合物，為灰白色固體。

MS (ESP) : 489 (MH+)對 C26H28N6O4

iH NMR (DMSO-d6) δ ppm : 1.00-1.15 (m? IH) ； 1.76 (m, IH) ； 1.87 

(d5 IH) ； 1.99 (m，IH) ； 2.22-2.34 (m，IH) ； 2.59 (m, 2H) ； 2.78-2.96 (m5 

2H) ； 3.25-3.33 (m? 2H) ； 3.30 (s, 3H) ； 3.55-3.77 (m3 2H) ； 4.30-4.50 (m, 

2H) ； 4.61 (s, 2H) ； 6.79 (d5 IH) ； 6.97 (d5 IH) ； 7.28 (d5 IH) ； 7.66 (dd5 

IH) ； 7.91 (d, IH) ； 8.01 (d，IH) ； 8.12 (s? IH) ； 11.21 (s, IH).

實例43

1・(2・{(3S，4S)・4・[(2,3・=氫[1，4]二氧陸圜烯并[2,3・c]毗唉:7基甲基)

胺基卜3-甲氧基六氫毗唳基}乙基)-2·酮基-1,2-—氫口奎ρ林-7-

甲購，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41所述之程序，使l-{2-[(3S54S)-4-

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口定基[乙基}-2-酮基-1,2-二氫口奎卩林-7-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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睛(中間物90，120毫克，0.37毫莫耳)、2,3■二氫［1，4］二氧陸 

圜烯并［2,3・c］毗唳-7-M甲醛(WO 2004/058144) (61毫克，0.37毫 

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234毫克，1.10毫莫耳)反應， 

提供標題組合物(54毫克)。

MS (ESP) : 476 (MH+)對 C26H29N5O4

1H NMR (D2 Ο) δ ppm 1.84200 (m，1Η) ； 2.37-2.49 (m5 1H) ； 2.93-3.06 

(m, 1H) ； 3.10-3.23 (m? 1H) ； 3.33-3.44 (m; 4H) ； 3.53-3.80 (m5 4H) ； 4.19 

(d, 1H) ； 4.27440 (m, 4H) ； 4.40448 (m，2H) ； 4.62-4.76 (m5 2H) ； 6.79 

(d, 1H) ； 7.22 (s5 1H) ； 7.62 (dd5 1H) ； 7.83 (d, 1H) ； 7.91 (s, 1H) ； 7.97 

(d5 1H) ； & 14-8.20 (m5 1H)・

實例44

1-［2-((3S,4S)・3■甲 氧基-4-｛［(3-酮 基二 氫・2H・毗 味 并［3,2・b］［l,4］ 

口号口井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唉.基)乙基卜2-酮基二 氫唆 

唏7甲購

使用類似關於實例41所述之程序(惟其鹽酸鹽製備除 

外)，使l-｛2-［(3S,4S)-4-胺基-3·甲氧基六氫毗朕亠基］乙基｝2 

酮基丄2-二氫 < 麻7甲睛(中間物90，120毫克，0.37毫莫耳)、 

3.酮 基・3,4・二 氫-2H-毗 唳 并［3,2・b］［l，4］口号阱-6-幾 甲 醛(WO 2004/ 

058144) (61毫克，0.37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 氫化錮(234毫 

克，1.10毫莫耳)反應，提供標題化合物。

MS (ESP) : 489 (MH+)對 C26H28N6O4

〔Η NMR (DMSO-d6) δ ppm 1.00-1.15 (m? 1H) ； 1.76 (m5 1H) ； 1.87 (d, 

1H)； 1.99 (m5 1H) ； 2.22-2.34 (m, 1H)； 2.59 (m，2H)； 2.78-2.96 (m5 2H)； 

3.25-3.33 (m5 2H) ； 3.30 (s，3H) ； 3.55-3.77 (m，2H) ； 4.30-4.50 (m, 2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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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s, 2H) ； 6.79 (d, 1H) ； 6.97 (d5 1H) ； 7.28 (d，1H) ； 7.66 (dd，1H)；

7.91 (d, 1H) ； &01 (d? 1H) ； &12 (s，1H) ； 11.21 (s, 1H).

實例45

6・[({(3S，4R)・3・氟基亠[2・(7・甲氧基酮基唾喏啡-1(2Η).基)乙基] 

六氫毗咤4基}胺基)甲基卜2Η・毗唳并[3,2・b][l，4] 口号阱・3(4H)・酮， 

雙鹽酸鹽 

與

實例46

6-[({(3R,4S)-3-氟基亠[2・(7・甲 氧基 2酮基喳喏啡・1(2H)・基)乙基] 

六氫毗唳 4基}胺基)甲基卜2H・毗并[3,2・b][l，4p号唠・3(4H)・酮， 

雙鹽酸鹽

使順式(f )1-[2-(4-胺基-3-氟基六氫毗口定-1-基)乙基卜7-甲氧基 

＜喏＜ -2(1H)・酮,三氟醋酸鹽(中間物91，〜0.53毫莫耳)在二 

氯乙烷/甲醇(1 ： 1，20毫升)中之溶液以N,N・二異丙基乙胺 

中和。添加3・酮基・3,4・二氫・2H・毗唳并[3,2・b][l,4]口号唠-6-M甲醛 

(WO 2004/058144) (113毫克，0.63毫莫耳)，並將反應物在回流 

下，於3入分子篩上攪拌過夜。使反應混合物冷卻至0°C，並 

添加氯基硼氫化鋪(40毫克，0.63毫莫耳)。將反應混合物於 

室溫下攪拌2小時，然後經過燒結漏斗過濾，及濃縮。使殘 

留物溶於醋酸乙酯中，且以飽和碳酸氫錮，接著以飽和氯 

化錮洗滌。使有機萃液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以水/ 

甲醇/三氟醋酸逆相層析，產生產物，為三氟醋酸鹽。使此 

鹽溶於水與氯仿中，並以飽和碳酸鈿鹼化。分離液層，且 

以氯仿萃取水溶液。使有機萃液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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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而得標 題組合物之自由態鹼之外消旋混合物，為固體， 

26 毫克(10%)。

MS (ESP) : 483 (MH+)對 C24H27FN6O4

1 H-NMR (CDCl3-d) δ : 1.70 (m, 4H) ； 2.35 (m5 2H) ； 2.64 (m? 1H)； 

2.73 (m? 2H) ； 3.04 (m5 1H) ； 3.31 (m? 1H) ； 3.86 (s, 2H) ； 3.92 (s，3H)；

4.35 (m? 2H) ； 4.63 (s? 2H) ； 4.83 (m, 1H) ； 6.86 (m，1H) ； 6.92 (m5 1H)；

6.98 (m? 1H) ； 7.21 (m5 1H) ； 7.77 (m, 1H) ； 8.11 (s, 1H)・

外消旋混合物係藉對掌性層析(HPLC，Chiralcel OJ，250 x 20 

毫米，10 “流動相：50%己烷、25%乙醇、25%甲醇、0.1% 

二乙胺)分離。實例45之自由態鹼係首先溶離出，接著為實 

例46之自由態鹼。其鹽酸鹽係經由使自由態鹼溶於二氯甲 

烷(2毫升)中，並添加2.2當量之二氧陸圜中之4N HC1而製 

成。藉過濾收集所形成之無色沉澱物?個別產生48毫克與 

46毫克之實例45與46 °

實例47

1・[2・((3R,4S)・3-甲 氧基酮 基-3,4-— 氫・2H・毗 味 并[3,2-b][l，4] 

“号口井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唳基)乙基卜4·甲基酮基-1,2- 

二氫產啡7甲睹，雙-鹽酸鹽

使1 - {2-[(3R,4S)-4-胺 基-3-甲氧基 六 氫毗口定-1-基]乙基卜4・甲基 

2酮基・1,2■二氫< < 7甲購(中間物93，〜0.81毫莫耳)懸浮於 

氯仿/甲醇(1 ： 1，20毫升)中，並逐滴添加N，N・二異丙基乙 

胺，直到固體溶解為止。添加3-酮基-3,4-二氫・2H・毗 < 并 

[3,2・b][l,4]口号 4 -6-幾 甲 醛(WO 2004/058144) (210 毫 克，1.2 毫 莫 

耳)，並使反應物於3A分子篩上回流5小時。於0°C下添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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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醯氧基硼氫化錮(340毫克，1.6毫莫耳)。將反應混合物於 

室溫下攪拌2小時，然後經過0.45微米薄膜過濾，及濃縮。 

使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與飽和碳酸氫錮中。將水相之pH值 

以1M氫氧化錮溶液調整至pH〜10。以二氯甲烷逆萃取水相， 

並使合併之有機相以硫酸錮脫水乾燥，及濃縮。以水/乙月青 

/醋酸銭逆相層析，獲得標題組合物之自由態鹼，為黃褐色 

泡沫物，144毫克(36%)。其雙-鹽酸鹽係使用類似關於合成 

實例45所述之程序製成。

MS (ESP) : 503 (MH+)對 C27H30N6O4

1H-NMR (DMSO-d6) δ : 1.41 (m3 IH) ； 1.75 (m，2H) ； 2.28 (m, IH)；

2.44 (s, 3H) ； 2.53 (m, 2H) ； 2.70 (m, 2H) ； 3.16 (s, 3H) ； 3.31 (m, 2H)；

3.64 (m, 2H) ； 4.35 (m5 2H) ； 4.59 (s, 2H) ； 6.68 (s, IH) ； 6.97 © IH)；

7.27 © IH) ； 7.66 (d5 IH) ； 7.92 © IH) ； 8.08 (s, IH) ； 8.31 (s, IH)； 

11.19 (s, IH).

實例48

l-[2-((3S,4R)-3-氟 基-4-{[(3-酮 基-3,4-—氫・2H“比除 并[3,2・b][l，4]口号 

唠基)甲 基]胺基}六氫毗症亠基)乙基卜4・甲 基 2酮基-1,2-— 

氫< < -7-甲購，雙鹽酸鹽

與

實例49

1・[2・((3R，4S)・3■氟基 4{[(3・酮 基-3,4-—氫・2H“比噪 并[3,2・b][l,4]碍 

唠基)甲 基]胺基}六 氫毗唳基)乙基卜4・甲 基酮基-1,2-— 

氫< < -7-甲雙鹽酸鹽

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47所述之程序，使順式(±)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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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基-3-亂基六虱毗唳基)乙基卜4-甲基-2·"酮基・1,2-二氫口奎口林 

7甲月青(中間物95 200毫克，0.63毫莫耳)、3・酮基二氫 

■2H-毗 哽 并[3,2也[1,4]口号唠-6-M 甲醛(WO 2004/058144) (170 毫克， 

0.94毫莫耳)及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錮(260毫克，1.26毫莫耳) 

反應，以水/乙月青/TFA逆相層析，提供標題化合物之外消旋 

混合物，為乾膜，80毫克。

外消旋混合物係藉對掌性層析(SFC，Chiralpak AD-H，250 x 

21毫米，5 口 ； 50%甲醇、0.1%二甲基乙胺)分離。實例48 

之自由態鹼係首先溶離出，接著為實例49之自由態鹼。其 

雙-鹽酸鹽係使用類似關於合成實例45所述之程序製成，提 

供標題化合物，為無色固體(個別為6毫克與4毫克)。

MS (ESP) : 491 (MH+)對 C26H27FN603

1H-NMR (DMSO-d6) δ : 1.60 (m, 2H) ； 2.12 (m? 4H) ； 2.44 (s，3H)；

2.54 (m, 2H) ； 2.91 (m5 1H) ； 3.12 (m, 1H) ； 3.71 (m? 2H) ； 4.34 (m5 2H)；

4.59 (s? 2H) ； 4.70 (m，1H) ； 6.68 (s，1H) ； 7.01 (d? 1H) ； 7.28 (d, 1H)；

7.66 (m，1H) ； 7.92 (d5 1H) ； 8.07 (s，1H) ； 11.18 (s5 1H).

實例50

1・[2・((3S，4R)・3・氟基-4-{[(3-酮基・3,4・二氫-2H-<唳并[3,2・b][l，4]口号 

4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噪亠基)乙基卜2・酮基二氫< < 

7甲購，雙鹽酸鹽

使1-{2・[(3S,4R)4胺基·3-氟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2・酮基 

・1，2・二氫 < 唏7甲月青三氟醋酸鹽(中間物97 1.2毫莫耳)懸浮 

於氯仿/甲醇(1 ： 2，30毫升)中，並藉由逐滴添加N，N・二異 

丙基乙胺進行中和。添加3-酮基-3,4-二氫・2H-毗唳并[352-b][l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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唏啡-6-M甲 醛(WO 2004/058144) (258毫克1.45毫莫耳)，並使 

反應物於3A分子篩上回流5小時。於0°C下添加三乙醯氧基 

硼氫化鈿(512毫克，2.42毫莫耳)。將反應混合物於室溫下 

攪拌30分鐘，然後經過燒結漏斗過濾，及濃縮。使殘留物 

溶於二氯甲烷中，並以飽和碳酸氫鈿與飽和氯化錮洗滌。 

使有機相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以水/乙睛/醋酸銭 

逆相層析，於凍乾後，獲得產物，為灰白色固體。其鹽酸 

鹽係經由使經凍乾之產物溶於二氯甲烷(5毫升)中，並添加 

2.2當量之二氧陸圜中之4N HC1製成，而得標題組合物，為 

無色固體，154毫克(26%)。

MS (ESP) : 477 (MH+)對 C25H25FN6O3

1 H-NMR (DMSO-d6) δ : 1.61 (m, 2H) ； 2.20 (m, 2H) ； 2.52 (m, 4H)；

3.04 (m, 2H) ； 3.72 (s, 2H) ； 4.34 (m5 2H) ； 4.59 (s, 2H) ； 4.82 (m, 1H)；

6.67 (d, 1H) ； 7.01 (d5 1H) ； 7.28 (d, 1H) ； 7.64 (d5 1H) ； 7.89 (d5 1H)；

8.00 (d5 1H) ； 8.09 (s? 1H) ； 11.19 (s, 1H).

實例51

1・[2・((3S，4R)・3・甲 氧基-4-{[(3-酮 基二 氫・2H・毗 味 并[3,2-b][l,4] 

碍啡・6・基)甲基]胺基}六氫毗唳亠基)乙基卜4・甲基 2酮基-1,2- 

二氫睦唏7甲睹，雙■三氟醋酸鹽

使1 -{2-((3S?4R)-4-胺 基-3-甲氧基六 氫毗唳-1-基]乙基}-4・甲基 

2酮基丄2・二氫 < 啡-7-甲月青，三氟醋酸鹽(中間物104，〜0.52 

毫莫耳)懸浮於氯仿/甲醇(1： 2，15毫升)中，並藉由逐滴 

添加N,N・二異 丙 基 乙胺進行 中 和。添加3-酮基-3,4-— 氫-2H- 

毗 咤 并[3,2-b][l,4]口号阱-6-M 甲 醛(WO 2004/058144) (93 毫 克，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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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莫耳)，並使反應物於3A分子篩上回流過夜。於0°C下添 

加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138毫克，0.65毫莫耳)。將反應混 

合物於室溫下攪拌5小時，然後經過燒結漏斗過濾，及濃縮。 

使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中，並以飽和碳酸氫錮與飽和氯化 

錮洗滌。使有機相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於凍乾後， 

以水/乙月青/三氟醋酸逆相層析，獲得標題組合物，為白色 

固體，108毫克(34%)。

MS (ESP) : 503 (MH+)對 C? 7 母 ο Ν6 04

1H・NMR (D2 O-d2) δ : 2.26 (m5 2H) ； 2.49 (s, 3H) ； 3.20 (m5 2H)；

3.48 (s，3H) ； 3.64 (m, 4H) ； 4.18 (m? 4H) ； 4.70 (m，6H) ； 6.75 (s，IH)； 

7.06 (d，IH) ； 7.35 (d, IH) ； 7.69 (m, IH) ； 7.94 (s5 IH) ； 8.01 (d? IH). 

實例52

l-[2-((3R,4S)-3■氟 基酮 基-3,4-—氫・2H・毗 陀 并[3,2・b][l，4]口号 

口井基)甲基]胺基｝六 氫毗噪基)乙基卜2·酮基-1,2-—氫睦麻 

7甲月青，雙鹽酸鹽

使l-｛2-[(3R，4S)-4-胺 基-3·氟 基六 氫毗口定-1-基]乙 基｝-2-酮 基 

-12二氫< < 7甲月青(中間物106，352毫克，1.12毫莫耳)懸 

浮於氯仿/甲醇(1 ： 1，30毫升)中。添加3・酮基二氫-2H- 

毗 < 并[3,2・b][l,4]口号啡-6-幾 甲 醛(W0 2004/058144) (299 毫 克，1.68 

毫莫耳)，並使反應物於3A分子篩上回流過夜。於0°C下添 

加三乙醯氧基硼氫化鈿(356毫克，1.68毫莫耳)。將反應混 

合物於室溫下攪拌5小時，然後經過燒結漏斗過濾，及濃縮。 

使殘留物溶於二氯甲烷中，並以飽和碳酸氫鈿與鹽水洗 

滌。使有機相以硫酸鎂脫水乾燥，及濃縮。於凍乾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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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乙月青/醋酸銭逆相層析，獲得標題化 合物之 醋酸鹽，為 

灰白色固體。其雙-HC1鹽係藉由添加2.2當量之二氧陸圜中 

之4NHC1，製自醋酸鹽在二氯甲烷中之溶液(5毫升)。過濾， 

及在真空下乾燥，獲得所要之化合物，為無色固體，154毫 

克(26%)。

MS (ESP) : 477 (MH+ )對 C25H25FN6O3

1H-NMR (DMSO-d6) δ : 1.57 (m; 2H) ； 2.37 (m5 2H) ； 2.58 (m, 4H)；

2.91 (m5 2H) ； 3.71 (s? 2H) ； 4.34 (m5 2H) ； 4.59 (s5 2H) ； 4.70 (m, 1H)；

6.76 (d? 1H) ； 7.00 (d5 1H) ； 7.28 (d5 1H) ； 7.63 (d, 1H) ； 7.89 (d5 1H)；

7.98 (d? 1H) ； 8,08 (s5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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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中文發明摘要：

本發明係關於式(I)化合物：

式(I)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在治療細菌感染上之用途，及

其製備方法。

六、英文發明摘要：

The present invention relates to compounds of Formula (I):

or pharmaceutically acceptable salts thereof to their use in the treatment of bacterial 
infections, and to their methods of prepa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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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式（I）化合物：

或其藥學上可接受之鹽，其中碳 W 與碳 ® 係對彼此呈

■ 順式（+）關係、順式（-）關係 ' 反式什）或反式（-）關係，其

中式（I）化合物係實質上不含其對掌異構物之順式（士）混 

合物，且其中

A係選自CH與N ；

D係選自C-R7與N ；

其中A與D之至少一個為碳；

E係選自Ο VNH及S，

其中：

• i） 若R*與R9 —起形成=O，則E為NH ；且

ii） 若B8與R9各為Η，則E為Ο或S ；

G係選自Ο與S ；

J係選自C-R4與Ν ；

Ri係選自Η、鹵基、氯基、C-6烷基、C2・6烯基與C2" 

烘基、OR"及-N（Rla）2，其中該Cl・6烷基、C2・6烯基及C2・6 

烘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1°取代；

R"，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i,烷基，其中該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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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2°取代；

R2係選自鹵基、氯基、C-6烷基、C2・6烯基、C2・6烘基、 

-OR2a及・N(R2d)2 '其中該C1・6烷基、C2"烯基及C2・6烘基 

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取代；

R2「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1・6烷基，其中該C-6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R2°取代；

R3係選自Η、鹵基、氯基、Ci,烷基、C2・6烯基及C2・6 

烘基一ΟΒ^以及-NX?.，其中該Ci・6烷基、C2・6烯基及 

C2,烘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疋°取代；

疋…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i”烷基，其中該Ο,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疋°取代；

R4係選自Η、鹵基、氯基、-CO2H、C1・6烷基、C2・6烯基 

及C2・6烘基'其中該Ο,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係視 

情況被一或多個卅°取代；

R6係選自氟基、C]・6烷基、C2f烯基* C2・6烘基、・OR6°， 

其中該Ο・6烷基、C2・6烯基及C2・6烘基係視情況被一或 

多個R60取代；

R6*，於各存在處，係獨立選自Η與C]・6烷基，其中該Ο” 

烷基係視情況被一或多個取代 ；

时係選自Η、鹵基、氯基、Ci,烷基、C2・6烯基及C2・6 

烘基5其中該C-6烷基、C2f烯基及C2・6烘基係視情況 

被一或多個R"取代；

便與R9各為氫，或便與R9—起形成=0 ；且

Rl°，R20，R30，R40，R60及R? ° ,於各存在處，各獨立選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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鹵基、瘵基、氯基-CO2H、Ci・6烷基、C2・6烯基及C2・6 

烘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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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定代表圖：
（一） 本案指定代表圖為：（無）

（二） 本代表圖之元件符號簡單說明:

八、本案若有化學式時，請揭示最能顯示發明特徵的化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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