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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涉及一种手性催化剂手性二苯基脯

氨醇及其盐酸盐的低成本高效的合成工艺。本发

明采用商业上容易得到、更绿色环保的原料，采

用“一釜法”操作，经过酯化反应、氨基上Boc保护

基、格式化反应、脱Boc保护基后得到高光学纯度

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本发明简化了工艺，降低

了生产成本，符合当今绿色化学的要求。本发明

所述工艺制得的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含

量大于99.0％，光学纯度不小于99.5％，总收率

大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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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其特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1)向浓硫酸的甲醇溶液加入手性脯氨酸，搅拌反应结束后，蒸馏除去甲醇，得到脯氨酸

甲酯硫酸盐粗产物；

2)将步骤1)蒸馏得到的脯氨酸甲酯硫酸盐粗产物用溶剂稀释后，向其中分批加入无机

碱调节体系pH不小于7，再加入二碳酸二叔丁酯溶液，反应结束过滤除去无机盐，蒸馏除去

溶剂得到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所述溶剂选自二氯甲烷或四氢呋喃，所述的无机碱选自

碳酸钠或碳酸钾；

3)将步骤2)得到的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用四氢呋喃稀释后，10～60℃条件下向其中

加入苯基氯化镁的四氢呋喃溶液，时间为2～8小时，该温度下继续搅拌反应0.5～2小时；

4)向步骤3)所得反应液中加入浓盐酸，加入时间1～3小时，温度不超过45℃，加入完成

后继续在25～45℃条件下搅拌反应6～12小时，降温到-5℃～5℃后离心反应液得到手性二

苯基脯氨醇盐酸盐；

步骤1)至步骤3)均无需纯化步骤，采用一釜法从原料手性脯氨酸合成手性二苯基脯氨

醇及其盐酸盐，反应过程中反应釜不需要清洗。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1)中，搅拌反应的时间为6～12小时，反应温度为10～45℃。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加入无机碱过程中体系温度控制在20℃以下。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2)中，二碳酸二叔丁酯的用量为步骤(1)所用脯氨酸摩尔数的0.9～2倍，加入二碳酸二

叔丁酯溶液的时间为2～6小时，温度控制在35℃以下，控制温度25～35℃继续搅拌6～12小

时。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其特征在于，

步骤3)中苯基氯化镁的用量为步骤(1)所用脯氨酸的摩尔数的2～3倍。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其特征在于，

该合成工艺进一步包括步骤4)所得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用氢氧化钠中和得到手性二

苯基脯氨醇。

7.根据权利要求1～6中任一所述的一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其

特征在于，所述的合成工艺制得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总收率大于80％，含量

大于99.0％，中和得到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光学纯度不小于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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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手性催化剂的合成工艺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手性催化剂的低成本高效的合成工艺，具体地说涉及一种手性二

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低成本高效的合成工艺。

背景技术

[0002] 手性催化和手性合成一直以来都是药物合成领域的研究热点，手性脯氨醇类化合

物就是一类重要的手性试剂，可以用于羰基的不对称还原、羰基α位不对称烷基化以及羧酸

的手性拆分。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可由廉价的脯氨酸衍生而来，它们对许多反应

表现出优秀的不对称催化作用。

[0003] 1988年，Corey等(Angew.Chem.Int.Ed.1998,37,1986-2012)以手性二苯基脯氨醇

和硼烷四氢呋喃为原料合成了恶唑硼烷B-H-4，还用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和甲基硼酸合成了

B-Me-4。苯乙酮在0.1当量的B-H-4催化作用下反应可得到97％ee的R-1-苯乙醇。Corey，

Bakshi和Shibata将此类催化剂命名为CBS，此类还原反应称为CBS不对称还原。优异的不对

称催化作用和温和的反应条件使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广泛应用于不对称合成领域中，并由此

衍生出许多重要的手性催化剂，因此，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在市场上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

[0004]

[0005] 国内外均有文献报道在实验室合成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的方法，但适用于工业化生

产、并具有高质量、低成本、操作工序简单的工艺仍然是高度期待的。

[0006] 1991年，Mathre等(J.Org .Chem.1991,56,751-762)以L-脯氨酸为原料，光气和三

乙胺引入保护基，合成(S)-二苯基脯氨醇，此合成工艺采用毒性较大的光气引入保护基，且

化合物S-1结构不稳定，其合成路线如下：

[0007] 1)向L-脯氨酸中滴加光气的甲苯溶液，反应完毕后得到氨基被保护的脯氨酸溶

液，将上述混合反应混合物在15～25℃蒸干，除去氯化氢和多余的光气。

[0008] 2)残留物用四氢呋喃溶解，溶液保持0～5℃，加入三乙胺，反应结束后得到含有酸

酐结构的化合物S-1。

[0009] 其中S-1的四氢呋喃溶液即使在零摄氏度，也能迅速聚合，并释放二氧化碳。S-1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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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不稳定性不利于此工艺的工业放大。

[0010]

[0011] 3)控温-15℃～-10℃，将S-1的四氢呋喃溶液滴加到苯基氯化镁的四氢呋喃或苯

基溴化镁的四氢呋喃溶液中，得到S-2。

[0012] 4)将第3步的产物加入到2M的硫酸水溶液中，过滤除去硫酸镁沉淀，用四氢呋喃冲

洗滤饼3次。将滤液旋蒸，降温到0～5℃后过滤。滤饼用水洗两次除去多余的硫酸，用乙酸乙

酯洗三次除去副产物二苯甲酮和三苯甲醇，得到(S)-二苯基脯氨醇的硫酸盐，两步产率为

73％。

[0013] 5)(S)-二苯基脯氨醇的硫酸盐用氢氧化钠中和转化成自由碱。

[0014] 2014年，余磊等(科学技术与工程,2014,14(13):256-258)在Mathre等的基础上改

进了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的合成工艺。余磊等用三光气替代光气引入保护基，再与苯基溴化

镁格式试剂反应得到二苯基脯氨醇。三光气虽比光气的甲苯溶液对环境和人体的危害性

小，但是其仍有毒性。此设计路线成本较高的格式试剂用量是脯氨酸的6倍，并且与格式试

剂反应时反应温度要控制在-5℃时，才能达到最高产率，其最高产率为68％，这些都制约了

此方法的工业化应用。

[0015] 1993年，Kanth等(Tetrahedron  Vol.49,No.23,pp.5127-5132,1993)考虑到光气

的高毒性和化合物S-1结构的不稳定性，用氯甲酸乙酯和甲醇引入保护基，合成二苯基脯氨

醇。其合成路线如下：

[0016] 1)向L-脯氨酸、无水甲醇和碳酸钾的混合溶液中加入氯甲酸乙酯，搅拌反应完毕

后蒸馏除去甲醇，加蒸馏水搅拌后分液，并用氯仿萃取水相3次。合并有机相，盐水洗涤后无

水硫酸镁干燥，蒸馏除去溶剂得到粗产物。

[0017] 2)向第1步的粗产物中加入适量四氢呋喃，控温0℃，然后向此混合溶液中加入苯

基溴化镁的四氢呋喃溶液。反应完毕后加入饱和氯化铵溶液淬灭，分液，并用氯仿萃取水相

3次，合并有机相，无水硫酸镁干燥后蒸馏除去溶剂。

[0018] 3)将第2步的残留物加入到氢氧化钾的甲醇溶液中，回流反应结束后，经浓缩、萃

取和洗涤等后处理步骤得到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固体。

[0019]

[0020] 这种合成工艺使用了剧毒品氯甲酸乙酯，格式试剂选用价格较昂贵的苯基溴化镁

试剂，剧烈放热的格式化反应在0℃条件下进行不利于工业放大，氨基的保护基脱除时反应

条件剧烈，不利于工业放大，剧烈的反应条件可能会导致手性二苯基脯氨醇消旋，光学纯度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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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1] 2006年，同济大学化学系韩超等(精细与专用化学品，2006(07):13-15)以L-脯氨

酸为原料，用不对称转化法获得D-脯氨酸，而后制得目标产物(R)-二苯基脯氨醇，其合成路

线如下：

[0022]

[0023] 1)向乙酰氯和甲醇的混合溶液中加入D-脯氨酸，经氨水中和后，二氯甲烷萃取，得

到D-脯氨酸甲酯。

[0024] 2)D-脯氨酸甲酯粗品在四氢呋喃中，经与三乙胺和二碳酸二叔丁酯反应，生成

Boc-保护的D-脯氨酸甲酯，但产品需要柱层析纯化。

[0025] 3)反应瓶置于冰水浴下，将第2步的反应产物的四氢呋喃溶液滴加到苯基溴化镁

中，反应结束后，加入氯化铵的饱和溶液。减压除去四氢呋喃，经乙酸乙酯萃取、无水硫酸钠

干燥、浓缩。

[0026] 4)加入1mol/L盐酸脱保护得到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的盐酸盐。

[0027] 5)二苯基脯氨醇的盐酸盐用氢氧化钠转化成自由碱，经萃取浓缩等后处理步骤得

到(R)-二苯基脯氨醇，其总收率为56.7％，但产品光学纯度并未确认。

[0028] 这种实验室合成方法，酯化反应时采用了刺激性比较大的乙酰氯试剂，Boc保护时

采用了环境不友好的三乙胺试剂，气味大，而且格式化反应时使用了较昂贵苯基溴化镁，方

法的克级合成收率也只有56.7％，但其光学纯度不清楚，这些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其合成方

法的工业应用。

[0029] 专利申请CN201610010971.3公开了一种手性CBS催化剂的制备方法。采用手性脯

氨酸为原料，三甲基硅保护氨基和羧基，控温-10℃～0℃与苯基格氏试剂反应得到手性二

苯基脯氨醇。该方案中采用了成本昂贵的三甲基氯硅烷，并且用量是脯氨酸的2.0～2.5倍，

格式化反应需要苛刻的低温条件，这些都限制了方法的工业应用。

[0030]

[0031] 专利申请201710331151.9公开了一种(R)-二苯基脯氨醇的制备方法，它以D-脯氨

酸为原料，先与甲醇和氯化亚砜经酯化反应和成盐反应制得D-脯氨酸甲酯盐酸盐，再与溴

苯的格氏试剂经格氏反应制得(R)-二苯基脯氨醇。此合成工艺中格式试剂用量大(5-7倍当

量)，不环保，增加了生产成本；早在1996年，Demir等(Tetrahedron:Asymmetry ,Vol .7 ,

No.12,pp.3359-3364,1996)就尝试用L-脯氨酸甲酯盐酸盐和格式试剂直接反应再水解制

备化合物1，然而这种制备方法需要使用过量的格式试剂，成本高，副产物多，不容易分离提

纯，且产率较低，不利于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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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2]

[0033]

[0034] 现有的合成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的方法主要有如下缺点：(1)对脯氨酸的氨基和羧

基进行保护时使用毒性大、刺激性大、气味大等不安全环保或成本昂贵的试剂，如光气、三

光气、乙酰氯或三甲基氯化硅等；(2)格式试剂用量大，实验室规模下收率也较低；(3)需要

严格控制格式化反应在低温下进行才能有较高的产率和较好的光学纯度，格式化反应属于

剧烈放热反应，在工业生产中控制低温能耗大，且难以实现；(4)工艺操作复杂，在工业化生

产工序复杂，成本高昂；(5)工艺没有经过工业大生产的验证，缺乏实用性。

[0035] 随着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在手性合成中的广泛应用，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的需求量快

速增加，迫切需要开发出低成本、高收率、高光学纯度，特别是工序简单适合工业化生产的

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

[0036] 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可经过常规操作用氢氧化钠中和得到手性二苯基脯氨

醇。(①J.Org.Chem.1991,56,751-762；②精细与专用化学品,2006(07):13-15；③科学技术

与工程,2014,14(13):256-258)。技术人员已经通过实验验证氢氧化钠中和手性二苯基脯

氨醇盐酸盐基本不影响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的纯度、收率、光学纯度。

发明内容

[0037]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上述现有技术存在的缺陷而提供一种低成本高效、可工

业化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基于要实现安全环保、步骤简化、成本降

低、收率提高等目标，本发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适应于工业化大生产的合成工艺路线。

[0038] 本发明所述的合成工艺中所用的浓硫酸，甲醇，碳酸钠，二碳酸二叔丁酯，浓盐酸，

四氢呋喃，二氯甲烷等原料均便宜易得，更安全环保。

[0039] 经研究发现，本发明所述的工艺中，在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中残留的碳酸钠、硫

酸钠等无机物不影响与苯基氯化镁的反应，所以简化了工艺步骤，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

不需要经过纯化直接与苯基氯化镁反应，减少了因纯化造成的产品损失，提高了人工效率。

[0040] 经研究发现，本发明所述的工艺中，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可以在10～60℃的温

度范围内与苯基氯化镁在四氢呋喃溶液中发生格式化反应，可以获得80％以上的反应总产

率，99.5％以上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光学纯度。发明人还发现Boc-脯氨酸甲酯与苯基氯化

镁反应时的加料顺序不影响反应结果。

[0041] 本发明所述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合成工艺以手性脯氨酸为起始原

料，用浓硫酸催化甲醇和脯氨酸酯化反应；使用环境更友好的碳酸钾或碳酸钠调节pH值；不

经纯化，直接使用二碳酸二叔丁酯保护脯氨酸甲酯的氨基；Boc-脯氨酸甲酯反应液经过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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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过滤、蒸馏后，粗产品直接在10～60℃的温度范围内与苯基氯化镁试剂发生格式化反应；

反应液直接用浓盐酸脱保护。经研究发现，-5℃～5℃时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在四氢呋喃和

水的混合溶液中溶解度较小，浓盐酸脱Boc保护基后降温至-5℃～5℃范围内，经离心即可

方便地得到含量大于99.0％的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产率超过80％。

[0042] 本发明的目的可以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手性催化剂的合成工艺，其特

征在于，包括以下步骤：

[0043] 1)向浓硫酸的甲醇溶液加入手性脯氨酸，搅拌反应结束后，蒸馏除去甲醇，得到脯

氨酸甲酯硫酸盐粗产物；

[0044] 2)将步骤1)蒸馏得到的脯氨酸甲酯硫酸盐粗产物用溶剂稀释，向其中分批加入无

机碱调节pH不小于7，再加入二碳酸二叔丁酯溶液，反应结束过滤除去无机盐，蒸馏除去溶

剂得到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

[0045] 3)将步骤2)得到的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用四氢呋喃稀释，10～60℃向其中加入

苯基氯化镁的四氢呋喃溶液，时间为2～8小时，该温度下继续搅拌反应0.5～2小时；

[0046] 4)向步骤3)所得反应液中加入浓盐酸，加入时间1～3小时，温度不超过45℃，加入

完成后继续在25～45℃条件下搅拌反应6～12小时，降温后离心反应液得到手性二苯基脯

氨醇盐酸盐。

[0047] 具体合成步骤如下：

[0048]

[0049] 本发明的方法中当合成手性二苯基脯氨醇为R构型时，所述手性脯氨酸选自D-脯

氨酸；当合成手性二苯基脯氨醇为S构型时，所述手性脯氨酸选自L-脯氨酸。

[0050] 进一步地，步骤1)中脯氨酸、浓硫酸、甲醇的摩尔比为1:1:2～1:5:10。搅拌反应的

时间为6～12小时，反应温度为10～45℃。

[0051] 进一步地，步骤2)优选溶剂使用二氯甲烷或四氢呋喃。

[0052] 进一步地，步骤2)优选反应使用无机碱对步骤(1)合成的脯氨酸甲酯硫酸盐进行

碱化，所述的无机碱是碳酸钠或碳酸钾，优选碳酸钠。

[0053] 进一步地，步骤2)优选加入无机碱过程中体系温度控制在20℃以下，更优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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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0054] 进一步地，步骤2)优选二碳酸二叔丁酯溶液为二碳酸二叔丁酯的二氯甲烷或四氢

呋喃溶液。

[0055] 进一步地，步骤2)优选二碳酸二叔丁酯((Boc)2O)的用量为步骤(1)所用脯氨酸摩

尔数的0.9～2倍，更优选1.05倍；优选二碳酸二叔丁酯的加入时间为2～6小时，加入过程中

体系温度控制在35℃以下，更优选10～20℃，加入结束后25～35℃继续搅拌6～12小时，更

优选6～8小时。

[0056] 进一步地，步骤3)优选苯基氯化镁的用量为步骤(1)所用脯氨酸的摩尔数的2～3

倍，更优选2.1～2.3倍。

[0057] 进一步地，步骤3)优选为20～55℃向Boc-脯氨酸甲酯粗产物中加入苯基氯化镁的

四氢呋喃溶液。

[0058] 本发明的合成工艺中步骤1)至步骤3)均未经纯化步骤，采用“一釜法”从原料手性

脯氨酸合成至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反应过程中反应釜不需要清洗。

[0059] 进一步地，步骤4)中浓盐酸的浓度为36％～38％，步骤4)中浓盐酸的用量为其中

氯化氢的摩尔数为步骤(1)所用脯氨酸的摩尔数的2～4倍。

[0060] 进一步地，步骤4)离心反应液前需将该反应液温度降到-5℃～5℃。

[0061] 进一步地，本发明的合成工艺进一步包括将步骤4)所得手性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

用氢氧化钠中和得到手性二苯基脯氨醇。

[0062] 进一步地，所述的合成工艺制得的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的总收率大于80％。

[0063] 进一步地，所述的合成工艺制得的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的含量大于99.0％，手性

二苯基脯氨醇光学纯度不小于99.5％。鉴定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方法，可按照

常规的方法进行，如可分别采用核磁共振仪、高效液相色谱分别测定核磁共振氢谱、含量和

ee值。

[0064] 术语“高光学纯度”意指一对对映体之比至少为99.0:1 .0，其中，比例大者为所需

要的对映体，优选为至少99.5:0.5，比例大者为所需要的对映体。

[0065] 术语“一釜法(one-pot  synthesis)”意指各步骤中间体不需要纯化，反应釜也不

需要更换和洗涤，上步反应完成后可以直接用于下步反应。

[0066] 本发明采用商业上容易得到的手性脯氨酸为原料，经过酯化反应、氨基上Boc保护

基、格式化反应、脱Boc保护基后得到高光学纯度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高光学纯度二苯基

脯氨醇盐酸盐用无机碱中和后得到高光学纯度手性二苯基脯氨醇。本发明的有益之处包

括：

[0067] 1、适用于工业大生产，本发明所采用的原料浓硫酸、甲醇、碳酸钠、二碳酸二叔丁

酯等均便宜易得，环境友好，可以满足规模化生产需要；

[0068] 2、本发明反应条件更加温和，反应温度更加可控，例如剧烈放热的格式化反应在

10℃～60℃的温度范围内进行；对无水无氧要求不严格，Boc保护的粗产品四氢呋喃稀释后

直接与苯基氯化镁格式化反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0069] 3、本发明采用“一釜法”操作，工序大大减少，酯化反应的粗产品无机碱作用下直

接进行Boc保护，Boc保护的粗产品四氢呋喃稀释后直接与苯基氯化镁格式化反应，并直接

与盐酸作用，通过离心直接得到了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大大简化了工艺，降低了生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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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符合当今绿色化学的要求；

[0070] 4、本发明的合成工艺制得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的总收率大于80％，含

量大于99.0％，中和得到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光学纯度不小于99.5％。

[0071] 5、制备两个不同构型(R/S)的手性二苯基脯氨醇及其盐酸盐光学纯度一致，工艺

稳定，可重复性强，合成方法简单，且具备规模化生产的能力，具有良好的市场效益。

附图说明

[0072] 图1为实施例1制备的(R)-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经过中和后得到的(R)-二苯基脯

氨醇(R-DPP)的正相色谱图，手性纯度为ee％＝99.88％。

[0073] 图2为实施例3制备的(S)-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经过中和后得到的(S)-二苯基脯

氨醇(S-DPP)的正相色谱图，手性纯度为ee％＝99.90％。

[0074] 手性纯度的测试方法

[0075] 仪器：高效液相色谱仪U3000，色谱柱：CHIRALCEL  OD-H，流动相：正己烷、异丙醇和

二乙胺。

具体实施方式

[0076] 下面结合具体实施例，进一步阐述本发明。应理解，这些实施例仅用于说明本发明

而不用于限制本发明的范围。下列实施例中未注明具体条件的实验方法，通常按照常规条

件中所述的条件，或按照制造厂商所建议的条件。另外，以下实施例中涉及的试剂如未特别

说明，则为商业化产品。

[0077] 实施例1(R)-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的工业化生产

[0078]

[0079] 1 .100升反应釜在氮气保护下抽入无水甲醇22.0公斤。控制反应釜内温在30℃以

下。将7.0公斤的浓硫酸(质量浓度98％)缓慢抽到反应釜中。打开反应釜盖，快速加入8.0公

斤D-脯氨酸，加料完毕后调整反应釜的内温为25～30℃，继续搅拌7小时。55℃减压蒸馏除

去溶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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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0] 2.将35.0公斤二氯甲烷抽入到反应釜中。降温至15℃，分批加入14.8公斤碳酸钠，

加料过程中保持温度在20℃以下，且加料完毕后继续搅拌30分钟。将二碳酸二叔丁酯(16.1

公斤)的二氯甲烷(11.2公斤)溶液抽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控制温度不超过

35℃。滴加完毕后控温25～35℃，继续搅拌8小时，过滤除去无机盐硫酸钠，减压蒸馏除去溶

剂。

[0081] 3.将14公斤四氢呋喃抽入到反应釜中，将61.5公斤，浓度为34％的苯基氯化镁的

四氢呋喃溶液加入到反应釜中，开启搅拌和冷却循环，控制温度10～60℃。滴加时间控制在

5～6小时，滴加完毕继续搅拌1小时。

[0082] 4.将24公斤浓盐酸(质量浓度36％)抽入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滴

加时间控制1小时，滴加过程控制温度不超过45℃，滴加完毕后，继续搅拌8小时，降温到-5

℃～5℃离心得到(R)-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共17.2公斤，收率为85％。

[0083] (R)-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在溶剂中用氢氧化钠中和得到(R)-二苯基脯氨醇，ee值

为99.88％，m.p.：77～80℃，核磁共振氢谱：

[0084] 1H  NMR(400MHz,CDCl3)δ:7.48-7.58(m,4H)，7.25-7.31(m,4H)，7.13-7.18(m,2H)，

4.60(s,1H)，4.25(t,J＝7.6Hz,1H)，3.00-3.05(m,1H)，2.90-2.96(m,1H)，1.77-1.52(m,

5H)。

[0085] 实施例2(R)-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的工业化生产

[0086] 1 .100升反应釜在氮气保护下抽入无水甲醇22.0公斤。控制反应釜内温在30℃以

下。将7.0公斤的浓硫酸缓慢抽到反应釜中。打开反应釜盖，快速加入8.0公斤D-脯氨酸，加

料完毕后调整反应釜的内温为25～30℃，继续搅拌7小时。55℃减压蒸馏除去溶剂。

[0087] 2.将34.3公斤四氢呋喃抽入到反应釜中。降温至15℃，分批加入19.2公斤碳酸钾，

加料过程中保持温度在20℃以下，且加料完毕后继续搅拌30分钟。将二碳酸二叔丁酯(16.1

公斤)的二氯甲烷(11.2公斤)溶液抽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控制温度不超过

35℃。滴加完毕后控温25～35℃继续搅拌8小时，过滤除去无机盐硫酸钾，减压蒸馏除去溶

剂。

[0088] 3.将14公斤四氢呋喃抽入到反应釜中，将61.5公斤，浓度为34％的苯基氯化镁的

四氢呋喃溶液加入到反应釜中，开启搅拌和冷却循环，控制温度10～60℃。滴加时间控制在

4～5小时，滴加完毕继续搅拌1小时。

[0089] 4.将24公斤浓盐酸(质量浓度36％)抽入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滴

加时间控制1小时，滴加过程控制温度不超过45℃，滴加完毕后，继续搅拌8小时，降温到-5

℃～5℃离心得到(R)-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产品共17.0公斤，收率：84％；产品中和得到

(R)-二苯基脯氨醇，测试ee值为99.90％。

[0090] 实施例3(S)-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的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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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1]

[0092] 1 .100升反应釜在氮气保护下抽入无水甲醇22.0公斤。控制反应釜内温在30℃以

下。将7.0公斤的浓硫酸缓慢抽到反应釜中。打开反应釜盖，快速加入8.0公斤L-脯氨酸，加

料完毕后调整反应釜的内温为25～30℃，继续搅拌7小时。55℃减压蒸馏除去溶剂。

[0093] 2.将35.0公斤二氯甲烷抽入到反应釜中。降温至15℃，分批加入14.8公斤碳酸钠，

加料过程中保持温度在20℃以下，且加料完毕后继续搅拌30分钟。将二碳酸二叔丁酯(16.1

公斤)的二氯甲烷(11.2公斤)溶液抽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控制温度不超过

35℃。滴加完毕后控温25～35℃继续搅拌7小时，过滤除去无机盐硫酸钠，减压蒸馏除去二

氯甲烷。

[0094] 3.将14公斤四氢呋喃抽入到反应釜中，将59.8公斤，浓度为35％的苯基氯化镁的

四氢呋喃溶液加入到反应釜中，开启搅拌和冷却循环，控制温度10～60℃。滴加时间控制在

4～5小时，滴加完毕继续搅拌1小时。

[0095] 4.将24公斤浓盐酸(质量浓度36％)抽入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滴

加时间控制1小时，滴加过程控制温度不超过45℃，滴加完毕后，继续搅拌8小时，降温到-5

℃～5℃离心得到(S)-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产品共17.2公斤，收率85％，产品中和后得到

(S)-二苯基脯氨醇，测试ee值为99.90％，见附图2。

[0096] 实施例4(S)-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的工业化生产

[0097] 1 .100升反应釜在氮气保护下抽入无水甲醇12.0公斤。控制反应釜内温在45℃以

下。将7.0公斤的浓硫酸(质量浓度98％)缓慢抽到反应釜中。打开反应釜盖，快速加入8.0公

斤L-脯氨酸，加料完毕后调整反应釜的内温为30～45℃，继续搅拌7小时。55℃减压蒸馏除

去溶剂。

[0098] 2.将35.0公斤二氯甲烷抽入到反应釜中。降温至15℃，分批加入14.8公斤碳酸钠，

加料过程中保持温度在20℃以下，且加料完毕后继续搅拌30分钟。将二碳酸二叔丁酯(18公

斤)的二氯甲烷(12公斤)溶液抽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控制温度不超过35

℃。滴加完毕控温25～35℃，继续搅拌8小时，过滤除去无机盐硫酸钠，减压蒸馏除去溶剂。

[0099] 3.将15公斤四氢呋喃抽入到反应釜中，将57公斤，浓度为35％的苯基氯化镁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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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呋喃溶液加入到反应釜中，开启搅拌和冷却循环，控制温度25～60℃。滴加时间6小时，滴

加完毕继续搅拌1小时。

[0100] 4.将21公斤浓盐酸(质量浓度36％)抽入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滴

加时间控制1小时，滴加过程控制温度不超过45℃，滴加完毕后，继续搅拌8小时，降温到-5

℃～5℃离心得到(S)-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

[0101] 产品共16.5公斤，收率为82％，产品中和后测试ee值为99.86％。

[0102] 实施例5(S)-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的工业化生产

[0103] 1 .200升反应釜在氮气保护下抽入无水甲醇44.5公斤。控制反应釜内温在45℃以

下。将35公斤的浓硫酸(质量浓度98％)缓慢抽到反应釜中。打开反应釜盖，加入16.0公斤L-

脯氨酸，加料完毕后调整反应釜的内温为30～45℃，继续搅拌12小时。55℃减压蒸馏除去溶

剂。

[0104] 2.将135.0公斤二氯甲烷抽入到反应釜中。降温至15℃，分批加入76公斤碳酸钠，

加料过程中保持温度在20℃以下，且加料完毕后继续搅拌30分钟。将二碳酸二叔丁酯(35公

斤)的二氯甲烷(50公斤)溶液抽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控制温度不超过35

℃。滴加完毕后控温25～35℃，继续搅拌12小时，过滤除去无机盐硫酸钠，减压蒸馏除去溶

剂。

[0105] 3.将50公斤四氢呋喃抽入到反应釜中，将125公斤，浓度为35％的苯基氯化镁的四

氢呋喃溶液加入到反应釜中，开启搅拌和冷却循环，控制温度20～55℃。滴加时间8小时，滴

加完毕继续搅拌2小时。

[0106] 4.将56公斤浓盐酸(质量浓度36％)抽入到反应釜的配套滴加罐中，匀速滴加，滴

加时间控制3小时，滴加过程控制温度不超过45℃，滴加完毕后，继续搅拌8小时，降温到-5

℃～5℃离心得到(S)-二苯基脯氨醇盐酸盐。得到产品共35公斤，收率为87％。

[0107] 5.采用本领域已知的方法，将步骤4得到的盐酸盐，在溶剂中用氢氧化钠中和，可

以得到(S)-二苯基脯氨醇，ee值99.86％。

[0108] 上述实施例为本发明较佳的实施方式，但本发明的实施方式并不受上述实施例的

限制，其他的任何未背离本发明精神实质与原理下所作的改变、修饰、替代、组合、简化均应

为等效的置换方式，都包含在本发明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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