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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

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本发明属于有机合成技

术领域，该方法采用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

物、加入溴化盐为溴源和过硫酸无机盐为氧化

剂、加入溶剂，加入添加剂，在温度为60‑80℃条

件下，反应6‑12小时后，萃取、干燥、减压蒸馏除

去有机溶剂后柱层析即得得到3‑羟基异吲哚‑1‑

酮化合物。该反应避免了有机溶剂的使用，所用

溶剂绿色环保，反应条件温和，底物适用性广、操

作简便、成本较低、副产物少、产品纯度高、便于

分离提纯、可适用于较大规模的制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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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所述方法包括以

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入溴化盐为溴源和氧化剂、加入水作为溶剂，加入添加剂、

在温度为60‑80℃条件下，充分反应后，经萃取、干燥、柱层析得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

化合物；

所述溴源为溴化钾、溴化锌或溴化四正丁基铵；

所述氧化剂为过硫酸钾或过氧单磺酸钾；所述添加剂为1,4‑二氧六环、四氢呋喃或甲

基叔丁基醚；

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的结构式如式I所示：

所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II所示：

其中，R1为‑H、吸电子基团或供电子基团；R2为烷基、芳基或杂环芳基；R3为烷基、芳基、

苄基、烷氧基或苄氧基。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吸电子基团为‑F、‑Cl、‑Br或  ‑NO2。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供电子基团为烷氧基或甲基。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反应包括使用磁力搅拌器进行搅拌。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

入2.0‑2.5重量份的溴源和2.0‑2.5重量份的氧化剂，加入溶剂，加入添加剂，在温度为60‑

80℃条件下，反应6‑12小时，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

去溶剂，柱层析得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

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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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剂，使2‑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加入添加剂，在温度为60‑80℃条件下，反应6‑12小

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

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层析得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

7.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其特征在

于，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

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  .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作

为溶剂，使2‑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加入10.0重量份的1,4‑二氧六环作为添加剂，在

温度为60‑80℃条件下，反应6‑12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用乙

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层析之后得到3‑羟基

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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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有机合成技术领域，尤其涉及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

绿色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类重要的杂环化合物，一些

天然产物中都含有3‑羟基异吲哚‑1‑酮结构单元，如辣椒碱。（A  concise  synthesis  of 

the  aporhoeadane  skeleton,  Tetrahedron  Letters,  2011,  52,1981. ）这些天然产物

都表现出光谱的生物活性，因此，开发绿色、简洁、高效合成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方法

显得尤为重要。

[0003] 然而，关于它的一些合成方法学研究非常的少。目前报道的有:在碱的作用下，以

三(二亚苄基茚丙酮)二钯为催化剂、4,5‑双二苯基膦‑9,9‑二甲基氧杂蒽为配体，2‑碘‑N‑

（2‑氧代‑2‑苯基乙基）‑N苯基苯甲酰胺为原料，经两步反应也可以合成3‑羟基异吲哚‑1‑酮

化合物（Palladium‑Catalyzed  Intramolecular  Cyclization  of  2‑Iodobenzamides:An 

Efficient  Synthesis  of  3‑Acyl  Isoindolin‑1‑ones  and  3‑Hydroxy‑3‑

acylisoindolin‑1‑ones,  Synlett，2013,  24 ,  1856.）。但是这种方法需使用异丙醇作为

有机溶剂，且使用金属钯催化配体辅助，成本高，步骤繁琐。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解决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提供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

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

[0005] 为了实现上述发明目的，本发明提供以下技术方案：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

化合物的绿色制备方法，以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入溴化盐为溴源和过硫酸无机

盐为氧化剂、加入水作为溶剂，加入添加剂、在温度为60‑80℃  条件下，充分反应后，经萃

取、干燥、柱层析之后得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

[0006] 所述溴源为溴化钾、溴化锌或溴化四正丁基铵；

[0007] 所述氧化剂为过硫酸钾、过氧磺酸铵或过氧单磺酸钾。

[0008] 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的结构式如式I所示：

[0009]

[0010] 所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II所示：

说　明　书 1/12 页

4

CN 110590641 B

4



[0011]

[0012] 其中，R1为‑H、吸电子基团或供电子基团；R2为烷基、芳基、多环芳基、杂环芳基；R3
为烷基、芳基、苄基、烷氧基、苄氧基。

[0013] 优选的，  所述吸电子基团包括‑F、‑Cl、‑Br或  ‑NO2。优选的，  所述供电子基团包

括烷氧基或甲基。

[0014] 优选的，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2‑(2‑噻吩)乙炔基苯甲酰

胺、2‑环丙炔基苯甲酸酰胺、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2‑萘酰胺、N‑甲氧基‑3‑（苯基乙炔

基）噻吩‑2‑羧酰胺。

[0015] 优选的，所述添加剂包括1，4‑二氧六环、四氢呋喃、甲基叔丁基醚。

[0016] 优选的，反应时使用磁力搅拌器进行搅拌。

[0017] 优选的，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入2.0‑2.5

重量份的溴源和2.0‑2.5重量份的氧化剂，使2‑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加入10.0重量

份的添加剂。

[0018] 优选的，反应温度为80℃，反应时间为10小时。

[0019] 具体的，所述柱层析采用200目硅胶。

[0020] 本发明直接用水作为溶剂，反应过程高效、绿色，避免了金属催化剂及酸和碱的使

用，并且以加入溴化盐为溴源和过硫酸无机盐为氧化剂，直接一步合成3‑羟基异吲哚‑1‑酮

系列化合物的方法。该方法避免了有机溶剂的使用，所用溶剂绿色环保，反应条件温和，底

物适用性广、操作简便、成本较低、副产物少、产品纯度高、便于分离提纯、可适用于较大规

模的制备。

具体实施方式

[0021]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以下步骤：

[0022] 以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入溴化盐为溴源和过硫酸无机盐为氧化剂、加

入溶剂，加入添加剂、在温度为60‑80℃  条件下，反应6‑12小时后，经萃取、干燥、柱层析之

后得到产物；

[0023] 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的结构式如式I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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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4]

[0025] 所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结构式如式II所示：

[0026]

[0027] 其中，R1为‑H、吸电子基团或供电子基团；R2为烷基、芳基、多环芳基或杂环芳基；R3
为烷基、芳基、苄基、烷氧基或苄氧基。

[0028] 在本发明中，若无特殊说明，所需制备原料均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市售商品。

[0029] 在本发明中，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的结构式如式I所示：

[0030]

[0031] 本发明对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的来源没有特殊的限定，选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

的方法进行制备即可。在本发明的实施例中，具体是将CuI  (19 .45  mg)、PdCl2(PPh3) 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入R1取代的邻碘苯甲酸甲酯（0.75  mL）、R2取

代的乙炔(0.66  mL)、Et3N(2.08  mL)和THF（15  mL），在55℃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

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土过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

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  NaOH溶液，室温下搅拌2  h，TLC（薄层色谱技

术）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2~3析出固体，过滤所

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SOCl2（溶剂），在90℃

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0℃下，将R3取

代的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积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EA、H2O（EA与

水的体积比=2:1）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2‑炔基苯甲酰胺，即实施例1~6中的

1a~1j。

[0032] 在本发明中，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的制备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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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3]

[0034] 在本发明中，所述吸电子基团优选包括‑F、‑Cl、‑Br或‑NO2；所述供电子基团优选

包括烷氧基或甲基。

[0035] 优选的，所述吸电子基团包括‑F、‑Cl、‑Br或‑NO2。

[0036] 优选的，所述供电子基团包括烷氧基或甲基。

[0037] 优选的，所述2‑炔基苯甲酰胺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2‑(2‑噻吩)乙炔基苯甲酰

胺、2‑环丙炔基苯甲酸酰胺、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2‑萘酰胺或N‑甲氧基‑3‑（苯基乙

炔基）噻吩‑2‑羧酰胺。

[0038] 优选的，所述添加剂包括1，4‑二氧六环、四氢呋喃或甲基叔丁基醚。

[0039] 优选的，所述添加剂重量份为10重量份。

[0040] 优选的，所述溶剂为水。

[0041] 优选的，所述溶剂的重量份为使2‑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

[0042] 优选的，所述溴源为溴化钾、溴化锌和溴化四正丁基铵(TBAB)中一种或者任几种。

[0043] 优选的，所述氧化剂为过硫酸钾、过硫酸铵和过氧单磺酸钾(Oxone)中的任一种或

任几种。

[0044] 优选的，所述反应包括使用磁力搅拌器进行搅拌。

[0045] 优选的，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

为反应底物，加入2.0‑2.5重量份的溴源和2.0‑2.5重量份的氧化剂，加入溶剂，加入添加

剂，在温度为60‑80℃条件下，反应6‑12小时，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干燥，过

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快速柱层析之后得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

[0046] 优选的，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

为反应底物，加入2.0重量份的溴源和2.0重量份的氧化剂，  加入溶剂，加入添加剂，在温度

为60‑80℃  条件下，  反应6‑12小时后，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干燥，过滤后滤

液蒸馏除去溶剂、快速柱层析之后得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

[0047] 优选的，所述方法包括以下步骤：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

为反应底物，加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

剂，加入水作为溶剂，使2‑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加入添加剂，在温度为60‑80℃  条

件下，反应6‑12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

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快速柱层析之后得到3‑羟基异吲哚‑1‑酮

系列化合物。

[0048] 优选的，其特征在于，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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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  .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

作为溶剂，使2‑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加入10.0重量份的1，4‑二氧六环作为添加剂，

在温度为60‑80℃  条件下，反应6‑12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

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快速柱层析之后得

到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

[0049] 优选的，反应温度为80℃  ，反应时间为10小时。

[0050] 具体的，所述柱层析采用200目硅胶。

[0051] 本发明对所述过滤的条件没有特殊的限定，选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条件进行

过滤即可。本发明对所述柱层析分离的条件没有特殊的限定，选用本领域技术人员熟知的

条件即可。

[0052]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提供的3‑羟基异吲哚‑1‑酮化合物的制备方法进行详细

的说明，但是不能把它们理解为对本发明保护范围的限定。

[0053] 实施例1

[0054] 将CuI  (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

入邻碘苯甲酸甲酯（0.75  mL）、苯乙炔  (0.66  mL)、Et3N  (2.08  mL)和THF（15  mL），在55℃

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土过

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  NaOH溶液，

室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2‑3

析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

SOCl2，在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

0℃下，将N‑甲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

积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

后，用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N‑甲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1a)；

[0055]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N‑甲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入

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作为溶

剂，使N‑甲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  M，加入10.0重量份的1，4‑二氧六环作

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应结

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层析之后得

到3‑苯甲酰基‑3‑羟基‑2‑甲氧基异吲哚‑1‑酮3a，收率为88%；合成反应方程式如下：

[0056]

[0057]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31  (d ,  J  =  7.7  Hz,  1H) ,  7.90  (d ,  J  =  7.6 

Hz,  1H) ,  7.77  (t,  J  =  7.5  Hz,  1H) ,  7.63  (t,  J  =  7.5  Hz,  1H) ,  7.43  –  7.39  (m, 

2H) ,  7.30  –  7.24  (m,  3H) ,  5.16  (s,  1H) ,  4.02  (s,  3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90 .7 ,  161 .4 ,  136 .5 ,  135 .7 ,  133 .4 ,  130 .7 ,  129 .4 ,  129 .2 ,  128 .9 ,  128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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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  126.4,  93.9,  65.3。

[0058] 实施例2

[0059] 将CuI  (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

入3‑溴‑2‑萘甲酸甲酯（0.75  mL）、苯乙炔  (0.66  mL)、Et3N  (2.08  mL)和THF（15  mL），在55

℃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土

过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  NaOH溶

液，室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

2‑3析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

SOCl2，在90℃下回流2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0

℃下，将N‑甲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积

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

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2‑萘酰胺（1b）；

[0060]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2‑萘酰胺

[0061] 为反应底物，加入2.0重量份的溴化钾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硫酸钾为氧化剂，

加入水作为溶剂，使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2‑萘酰胺的浓度为0.1  M，加入10.0重量份

的1，4‑二氧六环作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

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

剂，柱层析之后得到3‑苯甲酰基‑3‑羟基‑2‑甲氧基‑2,3‑二氢‑1H‑苯并[f]异吲哚‑1‑酮3b，

收率为69%；合成反应方程式如下：

[0062]

[0063]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06  –  8.03  (m ,  1H) ,  7 .98  –  7 .88  (m ,  2H) , 

7 .79  –  7 .76  (m ,  1H) ,  7 .60  –  7 .51  (m ,  2H) ,  7 .46  –  7 .35  (m ,  3H) ,  7 .19  –  7 .15 

(m,  2H) ,  6.22  (s,  1H) ,  4.03  (s,  3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96.4,  165.2, 

138.2,  136.2,  134.0,  132.6,  131.9,  129.3,  128.7,  128.6,  128.4,  128.3,  127.8, 

127.1,  123.1,  119.5,  90.5,  66.3。

[0064] 实施例3

[0065] 将CuI  (19 .45  mg)、PdCl2(PPh3)2  (105 .29  mg）、3‑溴噻吩‑2‑羧酸甲酯（2200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入苯乙炔  (0.66  mL)、Et3N(2.08  mL)和THF（15  mL），

在55℃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

藻土过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  NaOH

溶液，室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

至2‑3析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

入SOCl2，在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

在0℃下，将N‑甲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

体积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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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用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噻吩‑2‑羧酰

胺（1c）；

[0066]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噻吩‑2‑羧酰胺为反应

底物，加入2.0重量份的溴化锌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作为

溶剂，使N‑甲氧基‑3‑（苯基乙炔基）噻吩‑2‑羧酰胺的浓度为0.1  M，加入10.0重量份的四氢

呋喃作为添加剂，在温度为60℃  条件下，反应12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

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层析

之后得到4‑苯甲酰基‑4‑羟基‑5‑甲氧基‑4,5‑二氢‑6H‑噻吩并[2,3‑c]吡咯‑6‑酮3c，收率

为87%；合成反应方程式如下：

[0067]

[0068]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7 .61  (d ,  J  =  5.1  Hz,  1H) ,  7 .47  –  7 .39  (m , 

3H) ,  7.36  –  7.31  (m,  3H) ,  4.64  (s,  1H) ,  4.01  (s,  3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5.4,  157.6,  144.8,  137.0,  136.4,  133.3,  129.5,  128.9,  126.3,  125.7,  95.2, 

65.5。

[0069] 实施例4

[0070] 将CuI  (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

入邻碘苯甲酸甲酯（0.75  mL）、乙炔基环丙烷  (1.02  mL)、Et3N  (2.08  mL)和THF（15  mL），

在55℃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

藻土过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NaOH

溶液，室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

至2‑3析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

入SOCl2，在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

在0℃下，将苄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

积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

后，用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2‑（环丙基乙炔基）‑N‑甲氧基苯甲酰胺

（1d）；

[0071]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2‑（环丙基乙炔基）‑N‑甲氧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

物，加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

水作为溶剂，使2‑（环丙基乙炔基）‑N‑甲氧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加入10.0重量份的叔

丁基甲基醚作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

反应，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

层析之后得到3‑（环丙烷羰基）‑3‑羟基‑2‑甲氧基异吲哚‑1‑酮3d，收率为67%；合成反应方

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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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2]

[0073]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7 .89  –  7 .87  (m ,  1H) ,  7 .65  –  7 .55  (m ,  2H) , 

7.33  –  7.31  (m,  1H) ,  5.55  (s,  1H) ,  4.02  (s,  3H) ,  1.54  –  1.47  (m,  1H) ,  1.21  – 

1 .13  (m ,  1H) ,  1 .05  –  0 .99  (m ,  2H) ,  0 .82  –  0 .74  (m ,  1H);  13C  NMR  (100  MHz , 

CDCl3) δ  204.4,  165.0,  140.0,  133.6,  130.7,  129.9,  124.0,  122.5,  91.3,  66.3, 

15.1,  13.5,  13.3。

[0074] 实施例5

[0075] 将CuI  (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

入邻碘苯甲酸甲酯（0.75  mL）、2‑噻吩乙炔  (1.20  mL)、Et3N  (2.08  mL)和THF（15  mL），在

55℃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

土过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  NaOH溶

液，室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

2‑3析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

SOCl2，在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

0℃下，将N‑甲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

积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

后，用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N‑甲氧基‑2‑噻吩乙炔基苯甲酰胺(1e)；

[0076]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N‑甲氧基‑2‑噻吩乙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

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作为

溶剂，使N‑甲氧基‑2‑噻吩乙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M，加入10.0重量份的1，4‑二氧六环

作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应

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层析之后

得到3‑羟基‑2‑甲氧基‑3‑（噻吩‑2‑羰基）异吲哚‑1‑酮3e，收率为87%；合成反应方程式如

下：

[0077]

[0078]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7 .92  –  7 .90  (m ,  1H) ,  7 .61  –  7 .58  (m ,  3H) , 

7.34  –  7.32  (m,  1H) ,  7.11  (d,  J  =  4.1  Hz,  1H) ,  6.93  (d,  J  =  4.2  Hz,  1H) ,  5.83 

(s,  1H) ,  4.01  (s,  3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5.4,  164.1,  140.8,  137.3, 

说　明　书 8/12 页

11

CN 110590641 B

11



135.9,  133.8,  131.8,  131.2,  129.4,  125.9,  124.3,  122.8,  89.9,  66.2。

[0079] 实施例6

[0080] 将CuI  (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

入邻碘苯甲酸甲酯（0.75  mL）、苯乙炔(0.66  mL)、Et3N  (2.08  mL)  和THF（15  mL），在55℃

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土过

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  NaOH溶液，

室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2‑3

析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

SOCl2，在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

0℃下，将苄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积

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

用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N‑苄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1f）；

[0081]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N‑苄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入

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作为溶

剂，使N‑苄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  M，加入10.0重量份的1，4‑二氧六环作

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应结

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层析之后得

到3‑苯甲酰基‑3‑羟基‑2‑苯氧基异吲哚啉‑1‑酮3f，收率为83%；合成反应方程式如下：

[0082]

[0083]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38  (d ,  J  =  7.3  Hz,  1H) ,  7.95  (d ,  J  =  7.2 

Hz,  1H) ,  7.83  –  7.79  (m,  1H) ,  7.68  –  7.64  (m,  1H) ,  7.49  –  7.40  (m,  4H) ,  7.29 

–  7.23  (m,  6H) ,  5.25  –  5.18  (m,  2H) ,  4.77  (s,  1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90.8,  161.7,  136.7,  135.7,  134.9,  133.3,  130.8,  129.6,  129.3,  129.3,  128.9, 

128.6,  128.3,  127.4,  126.4,  123.5,  93.8,  79.6。

[0084] 实施例7

[0085] 将CuI(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入

5‑溴邻碘苯甲酸甲酯（1.65  mL）、苯乙炔(0.66  mL)、Et3N(2.08  mL)和THF（15  mL），在55℃

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土过

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NaOH溶液，室

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2‑3析

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

SOCl2，在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

0℃下，将N‑甲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积

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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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5‑溴‑N‑甲氧基‑2‑（苯基乙炔基）苯甲酰胺

（1g）；

[0086]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5‑溴‑N‑甲氧基‑2‑（苯基乙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

底物，加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

入水作为溶剂，使5‑溴‑N‑甲氧基‑2‑（苯基乙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  M，加入10.0重量

份的1，4‑二氧六环作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

至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

溶剂，柱层析之后得到3‑苯甲酰基‑6‑溴‑3‑羟基‑2‑甲氧基异吲哚‑1‑酮3g，收率为69%；合

成反应方程式如下：

[0087]

[0088]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56  –  8.42  (m ,  1H) ,  7 .82  –  7 .76  (m ,  2H) , 

7.41  –  7.36  (m,  2H) ,  7.33  –  7.28  (m,  3H) ,  4.81  (s,  1H) ,  4.04  (s,  3H);  13C  NMR 

(100  MHz ,  CDCl3) δ  189.8,  160.2,  136.6 ,  136.2,  132.0 ,  131 .8,  131 .5 ,  129.6 , 

129.0,  128.9,  127.7,  126.3,  93.9,  65.4。

[0089] 实施例8

[0090] 将CuI(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入

2‑溴‑5‑甲氧基苯甲酸甲酯（1.68  mL）、苯乙炔(0.66mL)、Et3N(2.08  mL)和THF（15  mL），在

55℃下反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

土过滤，通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NaOH溶

液，室温下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

2‑3析出固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

SOCl2，在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

0℃下，将N‑甲氧基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

积比=2:1）中，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

后，用EA、H2O萃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N‑甲氧基‑5‑甲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

胺（1h）；

[0091]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N‑甲氧基‑5‑甲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

底物，加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

入水作为溶剂，使N‑甲氧基‑5‑甲氧基‑2‑苯乙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  M，加入10.0重量

份的1，4‑二氧六环作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

至完全反应，反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

溶剂，柱层析之后得到3‑苯甲酰基‑3‑羟基‑2,6‑二甲氧基异吲哚‑1‑酮3h，收率为63%；合成

反应方程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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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2]

[0093]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7 .93  –  7 .84  (m ,  1H) ,  7 .80  –  7 .79  (m ,  1H) , 

7.40  –  7.38  (m,  2H) ,  7.31  –  7.24  (m,  3H) ,  7.12  –  7.09  (m,  1H) ,  4.98  (s,  1H) , 

4 .02  (s ,  3H) ,  3.95  (s ,  3H);  13C  NMR  (100  MHz ,  CDCl3) δ  189.5 ,  165.7 ,  161 .1 , 

137 .0,  133.4 ,  129.9,  129.2,  128.8,  126.2,  122.0,  120.5,  111 .8,  93.5,  65.2, 

56.1。

[0094] 实施例9

[0095] 将CuI(19.45  mg)、PdCl2(PPh3)2  (105.29  mg）加入圆底烧瓶中，充氮气，依次加入

邻碘苯甲酸甲酯（0.75  mL）、苯乙炔(0.66  mL)、Et3N(2.08  mL)和THF（15  mL），在55℃下反

应6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将所得反应液冷却至室温，然后用硅藻土过滤，通

过柱层析纯化得到第一中间体；将所述第一中间体溶于甲醇，并加入10%NaOH溶液，室温下

搅拌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稀盐酸调节所得反应液的pH值至2‑3析出固

体，过滤所得固体，通过重结晶纯化，得到第二中间体；向所述第二中间体中加入SOCl2，在

90℃下回流2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抽走SOCl2，得到第三中间体；在0℃下，

将苯胺、碳酸钾依次加入到15  mL 乙酸乙酯（EA）和水的混合液（EA与水的体积比=2:1）中，

10  min后滴加第三中间体，室温下反应1  h，TLC跟踪反应进程；待反应完全后，用EA、H2O萃

取，无水硫酸钠干燥，重结晶，得到N‑苯基‑2‑（苯基乙炔基）苯甲酰胺（1i）；

[0096] 空气氛围中，采用1.0重量份的N‑苯基‑2‑（苯基乙炔基）苯甲酰胺为反应底物，加

入2.0重量份的溴化四正丁基铵为溴源和2.0重量份的过氧单磺酸钾为氧化剂，加入水作为

溶剂，使N‑苯基‑2‑（苯基乙炔基）苯甲酰胺的浓度为0.1  M，加入10.0重量份的1，4‑二氧六

环作为添加剂，在温度为80℃  条件下，反应10小时，反应过程中用TLC监测至完全反应，反

应结束后用乙酸乙酯萃取、有机相用无水Na2SO4干燥、过滤后滤液蒸馏除去溶剂，柱层析之

后得到3‑苯甲酰基‑3‑羟基‑2‑苯基异吲哚‑1‑酮3i，收率为61%；合成反应方程式如下：

[0097]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05  –  8.01  (m ,  1H) ,  7 .65  –  7 .62  (m ,  2H) , 

7 .50  –  7 .47  (m ,  1H) ,  7 .43  –  7 .36  (m ,  5H) ,  7 .33  –  7 .19  (m ,  3H) ,  7 .10  –  7 .06 

(m,  2H) ,  6.01  (s,  1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95.5,  167.7,  144.0,  134.4, 

133.9,  133.8,  132.2,  131.0,  130.9,  129.3,  128.9,  128.1,  124.9,  122.7,  121.3, 

91.8。

[0098] 由以上实施例可知，本发明提供了一种3‑羟基异吲哚‑1‑酮系列化合物的绿色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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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方法，本发明所述方法该反应避免了有机溶剂的使用，所用溶剂绿色环保，反应条件温

和，底物适用性广、操作简便、成本较低、副产物少、产品纯度高、便于分离提纯、可适用于较

大规模的制备。

[0099] 以上所述仅是本发明的优选实施方式，应当指出，对于本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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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为本发明的保护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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