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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天然存在的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属于 Isoquinoline alkaloid 家族，其中很多都具有较

好的生物活性。它们具有四个环的结构，其中包括三个芳香环。因其具有十分广泛且

重要的药用潜能，尤其是在人类面临的大问题-癌症方面，芳香族苯并菲啶类生物碱越

来越受到药物化学家们的重视。应更多更好地去系统的挖掘其药用价值、解释其药用

活性和作用机理，真正的让每个好的、有益的天然产物造福于人民。目前为止直接地

从植物中提取分离得到有效成分的方法不仅成本较高而且回收率低，因而全合成成为

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目的：苯并菲啶类生物碱（benzo[c]phenanthridine alkaloids）母核

的全合成关键步骤为萘胺中间体和羧酸中间体反应构建 C 环。本课题进行以 2, 3-二羟

基萘（naphthalene-2, 3-diol）为原料，研究经五步反应制得萘胺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

-1-氨基萘的合成工艺。方法：借鉴萘胺中间体类似化合物的制备工艺，采用 2，3-二羟

基萘(naphthalene-2, 3-diol)作为原料，经过 Esterification reaction, nitration reaction, 

hydroly- sis reaction, reduction reaction 等反应反应生成目标化合物。各步骤中间体和目

标化合物均通过测定熔点、核磁共振氢谱加以确认。此外，本文还对各步骤制备工艺

进行一定优化。结果：本论文对目标化合物及各步中间体进行制备并验证其结构，结

构均正确。总结并优化了萘胺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的制备工艺。结论：萘

胺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制备工艺得到优化。本文为苯并菲啶类生物碱母核

的构建提供便利，且该路线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天然产物全合成；苯并菲啶类生物碱；两面针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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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turally occurring benzo[c]phenanthridine alkaloids belong to the family of isoquinoline 

alkaloids, many of which have good biological activity. They have a four-ring structure 

including three aromatic rings. Because of their broad and important medicinal potential, 

aromatic benzophenanthridine alkaloids are increasingly valued by pharmaceutical chemists. 

Especially in the big problem facing humanity - cancer, we should systematically explore its 

medicinal value, explain its medicinal activity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truly make every 

good and beneficial natural product benefit the people. The method of extracting and separating 

the active ingredient directly from plants so far is not only costly but also low in recovery, so 

that total synthesis becomes a good solution. Objective: The key step in the total synthesis of 

the nucleus of benzo[c]phenanthridine alkaloids is the reaction of a naphthylamine intermediate 

with a carboxylic acid intermediate to form a C ring. In this paper, 2, 3-dihydroxynaphthalene 

(naphthalene-2, 3-diol) was used as raw material to study the synthesis of naphthylamine 

intermediate 6, 7-methylenedioxy-1-aminonaphthalene by five-step reactions. Method: Using 

the synthesis process of a similar compound of naphthylamine intermediate, 2, 3-

dihydroxynaphthalene (naphthalene-2, 3-diol) was used as the raw material to generate the 

target through esterification reaction, nitration reaction, hydrolysis reaction and reduction 

reaction. The structures of the intermediates and target compounds were identified by melting 

point 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spectroscopy. The synthesis process was optimized. 

Results: In this paper, the target compound and each intermediate were synthesized and verified, 

and the structure was correct. The synthesis process of naphthylamine intermediate 6, 7-

methylenedioxy-1-aminonaphthalene was summarized and optimized. Conclusion: The 

synthesis process of naphthylamine intermediate 6, 7-methylenedioxy-1-aminonaphthalene 

was optimized. This paper facilit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ent nucleus of 

benzophenanthridine alkaloids, and this route deserved further study. 

KEY WORDS: Benzophenanthridine alkaloid; Diphtheria; Total synthesis of natural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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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言 

 

天然存在的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属于 Isoquinoline alkaloid 家族，其中很多都具有较好

的生物活性。从化学结构上分析，该类生物碱基础结构具有四个环，其中包括三个芳香

环（图 0-1） [1]。该类生物碱拥有十分优秀的生物作用[2-3],其典型代表是具有较好抗癌活

性的氯化两面针碱（图 0-1）[4]。而其他一些还拥有抗病毒[5]和抑制微生物的活性[6]。 

因其具有十分广泛且重要的药用潜能，芳香族苯并菲啶类生物碱越来越受到药物化

学家们的重视。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具有十分优秀各类生理活性，更重要的是，该类生物

碱的尚未被发现的应用方向巨大。广度有待于拓展，深度有待于挖掘。尤其是在人类面

临的大问题-癌症方面，应更多更好地去系统的挖掘其药用价值、解释其药用活性和作用

机理，真正的让每个好的、有益的天然产物造福于人民。 

但是，由于天然药物的一些自身缺点: 植物、药物本体里面有效成分含量低，其所

含成分种类复杂。这就增加了了后面的一系列步骤的难度。包括有些成分在提取过程中

的分解。最终导致该类生物碱从植物中提取的总产率只有约 5%~20 %。而且提取条件苛

刻，流程复杂，纯化流程烦琐，能耗巨大，不能满足研究与规模生产的需要。因此，在

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全合成仍然是最优的解决方案[7]。许多药物化学家从不同的反应路

线出发实现了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的全合成。 

 

图 0-1  氯化两面针碱 

目前较为常见的一种路线是[8]：分别合成萘胺部分即 AB 环（图 0-2）和羧酸部分即

D 环（图 0-3）。然后再将两部分连接起来构建 C 环，完成苯并菲啶类生物碱母核 ABCD

环的构建，最后再进行进一步修饰得到特定的苯并菲啶类生物碱。 

 

图 0-2  以氯化两面针碱为例的萘胺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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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0-3  以氯化两面针碱为例的羧酸部分 

长期以来，萘胺中间体部分由于制备工艺复杂，一直面临着反应耗时长，收率低以

及成本较高的缺点。由于萘胺部分是一个常用路线的关键中间产物，这些缺点极大的限

制了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全合成的研究。萘胺中间体是该经典路线的必需中间体，优化萘

胺中间体的合成工艺意义重大。 

本论文选择萘胺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为目标产物，借鉴中间体其类似

结构化合物的合成工艺，以 2, 3-二羟基萘（naphthalene-2, 3-diol）（图 0-5）为原料，经

过 Esterification reaction, nitration reaction, hydrolysis reaction, reduction reaction 等反应生

成目标化合物，同时总结并优化了萘胺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的制备工艺，

为该类生物碱的全合成研究做出一些贡献。 

 

图 0-5 原料 naphthalene-2, 3-diol 和目标化合物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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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正文 

 

1  实验材料 

1.1 本实验所需要的试剂及原料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实验原料及试剂 

试剂名称  等级  生产厂家  

2, 3-二羟基萘  分析纯  天津希恩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甲磺酰氯  分析纯  麦克林  

三乙胺  分析纯  九鼎化学  

二碘甲烷  分析纯  天津市津东天正精细化学试剂厂  

氢气  分析纯  天津市四方化工有限公司  

10%Pd/C  分析纯  麦克林  

浓硝酸  分析纯  天津市津东天正精细化学试剂厂  

浓盐酸  分析纯  天津市立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氢氧化钠  分析纯  毕得医药  

碳酸钾  分析纯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氯化钠  分析纯  天津市立元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无水硫酸钠  分析纯  毕得医药  

无水氯化钙  分析纯  毕得医药  

三氯甲烷  分析纯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乙酸酐  分析纯  天津市风船试剂有限公司  

N,N-二甲基甲酰胺  分析纯  天津市风船试剂有限公司  

氘代氯仿  分析纯  天津希恩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乙醚  分析纯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无水乙醇  分析纯  九鼎化学 

乙酸乙酯  分析纯  天津市科密欧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石油醚  分析纯  九鼎化学  

氘代二甲基亚砜  分析纯  天津希恩思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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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实验所用仪器如表 1-2 所示： 

 

表 1-2  实验主要仪器 

仪器名称  生产厂家  

电子分析天平  上海恒刚仪器仪表有限公司  

具磁加热搅拌器  德国 ABS 仪器公司    

SENCO S 系列旋转蒸发仪  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  

SENCO W201 恒温浴锅  上海申生科技有限公司  

CHO-Ⅴ真空泵  河南予华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紫外分析仪   上海梅颖浦仪器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柱层析用硅胶  烟台新诺化工有限公司  

GF-254 薄层层析用硅胶  烟台新诺化工有限公司  

SGW X-4A 显微熔点仪  上海梅颖浦仪器仪表制造有限公司  

 

2  实验方法 

萘胺中间体（5）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的合成思路（图 1-3）： 

图 1-3 

2.1  中间体 naphthalene-2, 3-diyl dimethanesulfonate (1)的合成： 

 

图 1-4 

在 500 mL 单口圆底烧瓶中，室温下依次加入原料 naphthalene-2, 3-diol (10.0 g , 0.062 

mol)和三氯甲烷(200 mL)。搅拌使原料少部分溶解后，量取三乙胺(20 mL) 放入滴液漏

斗，稍后加入。约 15 min 之后原料部分溶解，在瓶口放置干燥管。维持室温下搅拌 15 

min。之后缓慢将甲磺酰氯(9.7 mL, 0.124 mol) 一滴一滴加入，原料溶解，此时产生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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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雾，放置好干燥管，注意避免吸入，注意排风，室温下搅拌维持反应。大约 2 小时后，

在反应进行到某一临界点时，反应体系中有大量白色不溶物析出。根据薄层色谱观察反

应。反应结束，将混合液过滤分离。然后使用无水 EtOH 洗涤滤饼，单独收集滤液，以

备回收使用[9]。（产物在 EtOH 里有一定的溶解性，洗涤 EtOH 用量不能太多）直至洗涤

到洗涤液无色。将滤饼层放置干燥后，得白色固体 18.4 g（1），送检。 

2.2  中间体 5-nitronaphthalene-2, 3-diyl dimethanesulfonate (2)的合成： 

 

图 1-5 

在 500 mL 三口圆底烧瓶中，室温下依次加入中间体（1）(12.5 g , 0.038 mol)和乙酸

酐(125 mL)，搅拌使其溶解。取浓硝酸(60 mL)，先使用滴液漏斗缓慢将浓硝酸(8.4 mL)

保持一定的速率一滴一滴加入，并维持反应温度在 35~40 摄氏度之间（请勿超过 40 摄

氏度）。全部滴加入 30 min 后，使用滴液漏斗慢慢地将剩余的浓硝酸(51.6 mL)保持稳定

的滴加速度一滴一滴滴入，并维持反应温度在 35~40 摄氏度之间。（在滴加硝酸过程中，

在烧瓶下部应准备一个盛有冰水的盆，如有需要将其升高接触烧瓶底部用于吸收热量、

控制温度）维持温度反应 8 小时后，将反应混合液倾入 0 摄氏度冰水混合物中（冰水混

合物的用量大约一半的反应液体积）。黄色固体会逐渐从溶液中出现。待其沉降一段时

间。进行过滤操作，将混合液过滤。然后使用无水 Et2O 洗涤滤饼[10]。待滤饼层放置干燥

后，得到黄色固体 9.7 g（2），送检。 

2.3  中间体 5-nitronaphthalene-2, 3-diol(3)的合成： 

 

图 1-6 

在 250 mL 单口圆底烧瓶中，室温下依次加入中间体（2）(10.0 g , 0.028 mol)和 5%

氢氧化钠溶液(100 mL)。100 摄氏度回流反应 3 小时。反应结束后，在室温搅拌条件下

向反应液滴加 15%盐酸调 pH 到 2。在此之后进行三次萃取，每次为 EA100 mL。在这之

后把萃得有机相进行合并。盐水洗有机相，再用无水 Na2SO4 干燥有机相。（确认无水，

否则加大后续操作难度）搅拌使无水硫酸钠充分吸收有机相中残留水分，稍加静置。判



天津中医药大学毕业论文 

 

8 

 

断水分吸干的标准是：摇晃体系，盐粒可自由流动，不成块状[11]。之后将有机相蒸干得

到（3）的粗品。进行纯化：使用硅胶柱色谱对粗品（3）进行纯化，使用流动相为 EA：

PE=3：7。经纯化得到黄色固体 4.1 g（3），送检。 

2.4  中间体 5-nitronaphtho[2, 3-d][1,3]dioxole(4)的合成： 

 

图 1-7 

在 100 mL 单口中，依次加入中间体（3）(3.0 g , 0.015 mol)和 DMF(50 mL)，搅拌使

其溶解。再加入 K2CO3 (6.1 g , 0.044 mol)，维持 80 摄氏度反应 1.5 小时。之后使用一次

性注射器一滴一滴加入 CH2I2 (1.5 mL , 0.018 mol)，维持 80 摄氏度反应 3 小时。反应结

束后，加少量蒸馏水稀释反应液，等待其缓缓降温。待温度降下来后，使用 EA 进行三

次萃取，每次 60 mL，之后把三次萃得的有机相合并。先使用饱和 NaCl 水溶液洗涤有

机相，再用无水 Na2SO4干燥有机相[12]。搅拌使无水硫酸钠充分吸收有机相中残留水分，

稍加静置。之后将有机相蒸干得到（4）的粗品。 

进行纯化：使用硅胶柱层析纯化，使用流动相为 EA：PE=1：9。经纯化得到黄色固

体 2.5 g（4），送检。 

2.5  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5)的合成： 

 

图 1-8 

在 100 mL 单口圆底烧瓶中，室温下依次加入中间体（4）(500 mg , 2.3 mmol)和

EtOH(25 mL)，搅拌使其溶解。在室温搅拌条件下依次加入 10% Pd/C(125 mg)。对于反

应体系，要进行充填氢气操作。由于氢气与空气一定比例混合后容易发生爆燃、爆炸，

因此气体置换要采用氮气过渡。具体操作位:先使用氮气对空气进行置换，操作三次。之

后，再使用氢气对氮气进行置换，同样操作三次。确保反应体系在 H2 体系下反应，强

烈搅拌下反应 12 小时（钯碳催化剂密度较大，如果不强烈搅拌则会导致钯碳沉在反应

液底部，降低了反应液与催化剂的有效接触面积，不利于催化加氢还原反应。此外，在

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氢气球尽可能大，因为这可以加速反应）[13]。反应结束后，小心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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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氢气，将反应液过滤，之后将有机相蒸干得到粗品（5）。进行纯化：硅胶柱层析纯化，

所采用流动相为 EA：PE=1：2。经纯化得到黄色固体 305 mg（5），送检。 

 

3  结果 

3.1 中间体 naphthalene-2, 3-diyl dimethanesulfonate (1)： 

 

图 2-1 

性状：白色针状结晶 

产率：94%。 

Rf = 0.45（30% EP 展开剂） 

熔点：155.8-158.4 ℃ 

核磁共振氢谱：见附录图 4-1 

1H NMR (CDCl3, 600MHz): δ 7.95 (s, 2H, Ar-H), 7.88-7.86 (q, J = 6.0Hz, 2H, Ar-H), 

7.60-7.58 (q, J = 12Hz, 2H, Ar-H), 3.29 (s, 6H, -SCH3 )  

3.2 中间体 5-nitronaphthalene-2, 3-diyl dimethanesulfonate (2)：  

 

图 2-2 

性状：黄色针状结晶 

产率：71%。 

Rf = 0.28（30% EP 展开剂） 

熔点：198.6-200.1 ℃ 

核磁共振氢谱：见附录图 4-2 

1H NMR (DMSO-d6, 600MHz): δ 8.59 (s, 1H, Ar-H), 8.51- 8.50 (d, J = 6.0Hz, 2H, Ar-H), 

8.48 (s, 1H, Ar-H), 7.87-7.849(t, J = 9.0 Hz, 1H, Ar-H), 3.64-3.63 (d, J = 6.0Hz, 6H, -SC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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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中间体 5-nitronaphthalene-2, 3-diol (3)： 

 

图 2-3 

性状：黄色针状结晶 

产率：72 %。 

Rf = 0.64（30% EP 展开剂） 

熔点：206.9-208.3 ℃ 

核磁共振氢谱：见附录图 4-3 

1H NMR (DMSO-d6, 600MHz): δ 10.45 (s, 1H, Ar-OH), 10.09(s, 1H, Ar-OH), 8.07-8.06(d, 

J = 6.0Hz, 1H, Ar-H), 8.04-8.03(d, J = 6.0Hz, 1H, Ar-H), 7.83 (s, 1H, Ar-H), 7.37-7.33(q, J = 

18.0Hz, 2H, Ar-H) 

3.4 中间体 5-nitronaphtho[2, 3-d][1, 3]dioxole (4)：  

 

图 2-4 

性状：黄色针状结晶 

产率：77%。 

Rf = 0.63（10% EP 展开剂） 

熔点：158.3-161.4 ℃ 

核磁共振氢谱：见附录图 4-4 

1H NMR (CDCl3, 600MHz): δ 8.11-8.10(d, J = 6.0Hz, 1H, Ar-H), 7.96(s, 1H, Ar-H), 7.90-

7.89(d, J = 6.0Hz, 1H, Ar-H), 7.38-7.35(t, J = 9.0Hz, 1H, Ar-H), 7.18(s, 1H, Ar-H), 6.13(s, 2H, 

-CH2-) 

3.5 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5)： 

 

图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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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状：淡棕色粉末 

产率：71%。 

Rf = 0.57（40% EP 展开剂） 

熔点：151.3-153.2℃ 

核磁共振氢谱：见附录图 4-5 

1H NMR (CDCl3, 600MHz): δ 7.16-7.14(q, J = 6.0Hz, 2H, Ar-H), 713-7.12(d, J = 6.0Hz, 

1H, Ar-H), 7.09(s, 1H, Ar-H), 6.69-6.68(q, J = 6.0Hz, 1H, Ar-H), 6.03(s, 2H, -CH2- ), 3.92(s, 

2H, Ar-NH2 ) 

 

4  讨论 

4.1 中间体 naphthalene-2, 3-diyl dimethanesulfonate (1)的合成： 

 

 

图 3-1 

4.1.1 反应机理 

该反应为磺酰氯与萘酚在碱的作用下发生酰氯的酚解反应。由于反应底物为萘酚，

亲核能力较弱，促进反应更好地进行的方发是加入三乙胺催化反应。碱一方面发挥催化

作用，另一方面发挥缚酸剂作用，中和生成的酸，因此能将反应进行的比较迅速且彻底，

收率较高。 

反应机理可以解释为如图（图 3-2）： 

 

图 3-2 

4.1.2 反应条件优化 

参考类似反应的文献，采用 DMF 作为溶剂后处理一般复杂。而把溶剂替换为 TCM

后，不影响反应本身，且由于 TCM 对产物溶解度有限，随着反应进行，产物不断生成，

逐渐达到 TCM 对产物的溶解度上限。因此，随着反应不断进行，不断生成新的生成物，

到达混合液对生成物的溶解极限后，生成物会从反应混合液中以固体形式析出。这一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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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以作为判断反应进程的标志。仅需简单过滤便可分离得到生成物，且纯度较高（经

洗涤后纯度能直接达到 95%以上），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萃取、浓缩等纯化流程。 

基于此优化，本反应优点在于：改换溶剂后，不仅降低了操作的难度，而且节约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此外，由于生成物以结晶形式析出，经简单过滤、洗涤以后便可得到

纯度较高的生成物。 

4.1.3 实验现象 

开始反应时，原料少部分溶于 TCM，搅拌一段时间后滴加入三乙胺，在三乙胺的作

用下原料继续溶解，反应液变为紫红色，但仍未溶解完全。 

甲磺酰氯滴加后，原料完全溶解，此时反应生成大量的氯化氢烟雾，需要对其进行

尾气吸收，同时也要避免吸入、注意排风。 

反应进行到某一程度后，生成物会在短时间大量析出，要及时增加搅拌强度。否则

生成物彼此黏连会包藏有母液，影响生成物纯度。 

使用无水乙醇洗涤生成物时，由于无水乙醇对生成物有一定的溶解性，无水乙醇用

量越少越好（将滤饼洗涤为白色无暗红色残留作为洗涤干净的参照）。还可将洗涤过程

的洗涤液单独收集，后续单独处理。洗涤液有部分产物，这样做可以提高反应总收率。 

此外由于溶解所使用的的溶剂的不同，将溶剂蒸干后得到的生成物固体形态不同。

采用三氯甲烷作溶剂，生成物固体形态为白色针状结晶。而采用无水 EtOH 作溶剂，生

成物固体形态为白色无定型粉末。 

4.2 中间体 5-nitronaphthalene-2, 3-diyl dimethanesulfonate (2)的合成： 

 

图 3-3 

4.2.1 反应机理 

该反应为浓硝酸作用下，在芳香环上发生硝化反应。 

首先是产生 NO2
+。一分子的 HNO3 在强酸的条件下，首先被质子化，进而脱水生成

硝基正离子（NO2
+）（图 3-4）。硝基正离子具有直线型结构，故其亲电能力较强。 

 

图 3-4 

接着，中间体（1）萘环上 π 电子打到硝基正离子，生成碳正离子中间体。此时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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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当硝基正离子与萘环接近后，打到 5-碳原子。进攻完毕后，该位碳原子发生 sp2→sp3

的转化。之后 C-H 键断裂，脱去一个质子，生成产物（2）。具体过程如下（图 3-5）。 

 

图 3-5 

萘的离域式说明，碳正离子的正电荷广泛分布于整个萘环，很明显，这十分稳定。

但是，这种碳正离子中间体仍然毁掉了萘环本身所具有的封闭的环共轭系统（即芳香性）。

因此该中间体势能较高，生成此中间体需要吸收能量克服一定的能量壁垒，故该反应需

要保持一定的温度。 

由于反应底物为萘环，正常情况下，相对于苯环而言，萘环上电子云密度比较高。

所以，对于萘而言，更倾向于发生该类反应。α 位发生的概率比较高，很少发生在 β 位。

原因在于萘环的 α 位受到亲电取代后的离域特性（图 3-6）： 

 

图 3-6 

4.2.2 反应条件优化 

该反应为浓硝酸硝化反应。，由于反应产热，如果不控制温度，温度持续过高会导致

反应过程不可预测，发生一系列副反应，生成较多副产物。更重要的是，温度升高起到

正催化作用，进而引发正反馈效应，最终导致反应液沸腾，甚至局部暴沸喷发，极度危

险。查阅文献发现，类似结构化合物萘环的 α 位受到亲电取代反应需要的最适温度范围

在 35-45 摄氏度之间。 

在反应刚开始，未加入浓硝酸时，需要对反应液进行加热处理，使其温度保持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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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摄氏度之间，确保硝酸首次滴加入时温度为最适宜反应温度区间，减少副反应的发生。

同理，也能减少副产物的生成。 

反应开始后，由于反应本身放出热量，因此需要在烧瓶下面准备一个盛有冰水混合

物的容器，温度过高时或升温趋势过于明显时，将其抬起使其与反应烧瓶底部接触吸收

热量以达到控制反应液温度的目的（NaCl 冷冻盐水效果更好）。该反应放热进程在时间

上呈现不规律，即有一定的延迟。一般滴加到检测到有明显的温度波动所需时间大概为

50 秒，如果采用参考文献中的方法，待其有明显的温度升高趋势时在对其进行温度控制

或降低滴加速度很有可能会抑制不住升温的趋势，导致反应液在短时间内升高温度到甚

至超过 40 摄氏度，这会导致一系列不可预测的结果。因此，针对于此问题，将工艺优

化为：在 35-45 摄氏度之间开始滴加硝酸，先缓慢滴加约滴加总体积的 5%，停止滴加，

进行控温。待反应开始进行，检测到些许温度波动后进行控温，这样会使第一波温度升

高趋势得到抑制，不会引发后续正反馈效应。之后再在控温条件下加入剩余的硝酸。 

由于反应物反应溶剂为乙酸酐，且后处理有加水稀释的操作，故生成物会吸附有大

量的乙酸酐或乙酸，将用水洗涤滤饼优化为采用乙醚洗涤，优点在于：生成物在水中有

一定的溶解度，采用乙醚可以避免洗涤损失。此外，水洗会使生成物较难干燥，而乙醚

为有机溶剂，生成物干燥较快，有利于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4.2.3 实验现象 

实验过程中发现，如果温度低于 35 摄氏度会有部分副产物生成，且反应程度很低。

如果温度升高超过 42 摄氏度，则开始有红棕色烟雾生成。如果温度升高超过 45 摄氏度，

则开始大量红棕色烟雾生成。这些现象说明了 35-40 摄氏度的反应温度最适合于该步反

应。查阅文献发现，温度过高不仅会导致生成副产物，还会引起硝酸分解产生大量的二

氧化氮。这不仅降低反应底物硝酸的浓度，而且硝酸分解生成了有毒气体二氧化氮。二

氧化氮会对人体造成一系列伤害。此外二氧化氮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包括但不限于：

对大气的影响、地表水的影响、增加水体有害物质含量对水生生物的影响等。 

随着反应向右进行，会有一部分生成物以固体的形式析出，此时要加强对反应体系

的搅拌。否则，一旦搅拌强度过低，会导致反应液的某些部位不能被很好混匀，这会进

一步致使这些生成物彼此黏连结块，不仅不利于后续的后处理，而且由于包埋有一定量

的反应液，还会影响生成物的纯度。 

反应结束，缓缓将混合液倾入冷却瓶后，缓慢轻微搅拌几下（切勿过高速度搅拌，

因为搅拌会使这些生成物彼此结块，不仅加大后处理的繁琐程度，还会影响生成物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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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程度），静置，等待其出现大量黄色固体。之后过滤、洗涤即可得到产物。 

4.3 中间体 5-nitronaphthalene-2, 3-diol(3)的合成： 

 

图 3-7 

4.3.1 反应机理 

该反应为强碱作用下酯的水解反应。 

该反应机理是通过亲核加成-消除机理完成的。首先是游离的氢氧根负离子作为亲

核试剂进攻中间体（2）磺酸酯键硫原子，形成多面体中间体负离子，然后再发生酰氧键

断裂，消除烷氧负离子，可得相应的磺酸。这两步反应均为可逆反应。由于在氢氧化钠

强碱条件下发生此反应，生成的生成的磺酸还可以被氢氧化钠中和，进而推动平衡反应

向生成产物的方向进行。该步反应较为彻底，收率也十分可观。具体过程如下（图 3-8）。 

 

图 3-8 

4.3.2 反应条件优化 

在实验过程中发现，在进行后处理时，调节 pH 时所用盐酸浓度和盐酸滴加速度与

后处理难度成正相关。盐酸浓度过高或滴加速度过快不仅会导致混合液结块，而且会有

暴沸喷液的可能。生成物一旦结块，在后续的萃取操作中很难溶解，混有大量固体不溶

物会使萃取操作很难进行。更重要的是结块会导致块状固体中间包藏母液，使某些成盐

状态的生成物无法被酸化，更无法被后续萃取。这会降低收率。但盐酸浓度过低又会导

致调节不到所需要的 pH = 2，且此时加入盐酸体积过大，导致混合液体积过大。混合液

体积过大会给后处理包括萃取等操作带来很多的操作不便。经过反复实验后，将工艺优

化为：用 15%浓度的盐酸缓慢滴加（约一秒三滴），下方放置冷却装置用于吸收酸碱中

和产生的热量同时，也应适当搅拌防止局部过热而喷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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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萃取操作时，由于发生了副反应，部分副产物的存在，降低了萃取相乙酸乙

酯对生成物的溶解度。当萃取时发生不分层或乳化层过多时，可适当补加部分乙酸乙酯，

并适当振摇。 

4.3.3 实验现象 

反应升温至 100 摄氏度后，缓慢开始反应，随着反应进程的向前，反应液颜色逐渐

变的接近黑色。薄层色谱点样实时观察反应。反应结束后，混合液冷却至室温开始调节

pH，随着盐酸一滴一滴滴加，混合液逐渐变为黄棕色，并析出一些黄棕色细小固体。萃

取结束后，萃余相呈淡黄色，无固体存在，生成物几乎都被提取到乙酸乙酯层。 

4.4 中间体 5-nitronaphtho[2, 3-d][1, 3]dioxole(4)的合成： 

 

图 3-9 

4.4.1 反应机理 

该步反应为萘酚与卤代烃发生的 O-烃化反应。 

该反应机理是通过 SN2 亲核取代反应过程完成的。中间体（3）在碳酸钾的作用下

游离成盐，得到 Naphthol anion。接着 Naphthol anion 对二碘甲烷进行 SN2 亲核进攻，先

于碳原子生成比较弱的键，与此同时离去基团碘离子与碳原子的键发生一定程度的弱化，

形成能量最高的状态-过渡态化合物。之后，萘酚负离子与碳原子的共价键不断强化，碘

离子与碳原子的键不断弱化，到达某一程度后，碘离子与碳原子的键断裂，碘离子离去，

整个碳原子上的三个键有过渡态的平面状态向另一侧翻转，Naphthol anion 与碳原子的

键逐渐脱离过渡状态。之后迅速成键，SN2 亲核取代反应完成。 

第二步生成含 O-五元环。五元环键角≈108°，十分接近于天然稳定的甲烷，成环张

力不是很大。与上述反应机理相同，萘环上另一个萘酚氧负离子按照同样的流程完成分

子内 SN2 亲核取代反应，至此五元环正式形成，生成中间体（4）（图 3-10）。此反应还

具有过渡态势能低的优点。得益于此优点，该步反应发生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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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4.4.2 反应条件优化 

查阅文献，该步反应条件为：中间体（3）与二溴甲烷和氟化铯反应。再重复试验的

过程中发现，该反应条件下收率并是特别高（大约 58%），且面临着使用有毒化合物氟

化铯，与二溴甲烷。经查阅类似类型反应，提出了几个条件进行尝试，最终发现替换反

应条件为：中间体（3）与二碘甲烷和碳酸钾反应。经优化后避免使用了有毒化合物氟化

铯，而且把卤代烷替换为反应活性更高的二碘甲烷。经过优化后反应收率较高（77%） 

在 SN2 亲核取代反应中，碘离子易于离去。不仅是因为 C-I 键的键能键能很低，而

且碘负离子的碱性较弱。采用碘离子作为离去基团反应活性比溴离子高。 

经过试验验证，控制变量法，采用中间体（3）与二碘甲烷不变的条件比较碳酸钾和

氟化铯对于此反应的反应活性，以收率为参考指标进行比较。发最后现碳酸钾的收率

（77%）与使用氟化铯的收率（79%）相差不大。决定采用碳酸钾替代氟化铯进行工艺

优化，是考虑到氟化铯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性。 

4.4.3 实验现象 

中间体（3）在 DMF 里溶解度较好，待碳酸钾与底物搅拌状态反应一段时间后加入

二碘甲烷。 

反应过程中反应液颜色几乎无变化。薄层色谱点样实时观察反应进程并判断终点。 

反应结束，加蒸馏水对反应体系进行稀释（即利用 DMF 与水互溶的性质把 DMF 反

应体系转化为水相，有利于后续使用有机相对生成物进行萃取）有部分黄色浑浊出现。

萃取完毕水相应呈现淡黄色。因为有机相不可避免会溶解有一小部分 DMF，DMF 是高

沸点溶剂，如果不将其除去会给后续处理带来麻烦。采用饱和食盐水洗涤即可将这部分

期望值外的残余物残余物去除干净。 

此步产物被硅胶吸附后，结合较为紧固。体现在纯化步骤里为：洗脱拖尾现象比较

明显。因此针对此现象，可在大量产物流出以后，适当升高流动相极性。末尾部分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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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可做二次纯化。 

4.5 中间体 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5)的合成： 

 

图 3-11 

4.5.1 反应机理 

该步反应为芳香硝基化合物在过渡金属催化下，被 H2 还原反应生成芳香氨基化合

物。 

还原过程可表示为：首先，一分子氢气吸附在钯碳催化剂表面。之后两个原子之间

作用力逐渐减弱。两原子之间化学键最终断裂，从而得到自由的[H]。单个的氢原子吸附

在钯碳催化剂表面。其过程示意如图 9（图 3-12）。 

 

图 3-12 

然后，芳香硝基化合物靠近活泼氢，在活泼氢的作用下还原。第一步反应生成亚硝

基化合物。亚硝基化合物只是过渡状态，接下来会被继续还原。经过下一个还原产物 N-

烃基取代羟胺，一共三步最终生成芳香胺化合物，如图所示（图 3-13）。 

 

图 3-13 

4.5.2 实验现象 

采用过渡金属催化氢化要求加压，大约 1~4atm。因此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装氢气

的反应气球越大越好。 

后处理反应液时，由于钯碳为极细粉末，采用一般滤纸过滤方法很容易在滤液中混

入少量钯碳。因此过滤时可采用在滤纸上方铺设一层硅藻土助滤的方法。 

产物萘胺中间体(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在空气中不稳定，注意密闭遮光保存，

避免其变质。 

5  小结 

借鉴苯并菲啶类生物碱中间体 naphtho[2,3-d][1,3]dioxol-5-amine 结构类似化合物的

合成方法，设计了合成路线。以 2,3-二羟基萘为原料，与甲磺酰氯发生酯化反应，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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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酸酯保护基的中间体（1），避免羟基在下一步与硝酸发生副反应。中间体（1）生成含

有硝基的中间体（2）。中间体（2）与氢氧化钠水溶液发生水解反应，脱除保护剂，重新

暴露羟基，生成中间体（3）。中间体（3）与二碘甲烷发生烃化反应，生成中间体（4）。

中间体（4）与氢气发生还原反应，生成目标化合物：6, 7-亚甲二氧基-1-氨基萘。经过氢

谱、质谱和核磁确证，反应中设计的各个中间体化合物结构均正确无误。本论文的工作

为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的合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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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研究进展 

摘要：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一般是从楮实子等植物中提取得到的。该类生物碱结构较为简单。

通常含有母核，母核中一般有四个环（图-1）。其中 A、D 环为 Aromatic 环，B、C 环可

以是 Polyhydrogen aromatic 环也可以是 Aromatic 环[1]。一些苯并菲啶类生物碱拥有十

分优秀的抗癌活性[2-4]。此外，其他一些苯并菲啶类生物碱还拥有其他的生物活性，比如

比如可以一定程度上抑制细菌和微生物的繁殖[5-6]。其中，应用比较广泛且效果较好的是

nitidine chloride（图-2）。迄今为止，直接地从植物中提取分离得到有效成分的方法不仅

成本较高而且回收率低，因而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的全合成研究受到许许多多药物化学家

的重视。 

 

图-1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环 ABCD 环 

 

图-2  氯化两面针碱 

 

1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全合成研究 

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药物化学家们陆陆续续提出了多种方法合成苯并菲啶类生

物碱，其中核心步骤是 B、C 环环合构建四环体系。 

1.1 构建 C 环 

1.1.1  C12-C12a 环合成键 

Cushmn 等[12,13]就提出了利用分子内部 F-C 反应构建 C 环，如图-3。对于中间体（1）

利 用 Arnt-Essie 反应获得中间体（2），然后使用苯甲醇胺发生分子内部反应构建 C 环。

此路线优点在于可以在 C12 位引入-OH，但是受限于合成路线的长度，导致总收率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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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理想，只有约 9%。 

1.1.2  C6-C13 环合成键  

1987 年，Hanaoka 等[14]采用仿生合成方法以原 Berberine 为原料，经断裂六号位的

碳原子与氮原子的键和形成六号位与十三号位的碳原子的键来构建环 C，见图-4。

Berberine 经过一系列反应得到产物（7）。然后引入缩醛，再经过一系列反应经中间体（8）

得到中间体（9）。此时，构建得到整个母核环，总收率约 22%。 

1.1.3  C11-C11a 环合成键  

Cho 等[15] C 环的构建方法比较不常见。所采用的方法为碳碳双键-酰胺基反应，见

图-5。中间体（12）在质子条件下发生碳碳双键-酰胺基环化反应构建 C 环，收率高达

79%，反应过程类似于 Manich reaction。 

 

图-3 Cushman 等的路线方法

 

图-4  Hanaoka 等的路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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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Cho 等的路线方法 

1.2 构建 B 环 

1.2.1 N5-N6 环合成键   

Watanabe 等[16]通过连接五号位氮原子和六号位碳原子的方法，使用贵重金属做催

化剂，异相催化氢化的方法，还原的到氨基，进而环合。见图-6，起始物为中间体（17）。

此方法优点缺点都很明显，优点在于可以很方便在十二号位碳原子上生成一个羟基。而

缺点则是反应步骤太长，共 24 步，因而影响了收率，总收率只有不到 10%。 

1.2.2 C10a-C11 环合成键 

如图-7，Kessar 等[17]构建 B 环的方法也十分的巧妙。首先利用了芳环与芳环之间可

以发生的偶联反应，连接两个芳环。以中间体（20）作为其反应中间产物。底物（19）

在强碱氨基钾的作用下，断裂碳原子与卤原子的键、断裂碳原子与氢原子的键。之后，

两电子形成一个新的 π 键，在之前苯环的基础上，生成苯炔。继续反应得到生成物。 该

反应步骤简单，但是 KNH2/NH3 强碱介导下收率很低，约 10%。后经研究发现，将强碱

替换为二异丙基氨基锂（LDA），产率能提高很多。 

Nakanishi 等[18]采用了分子内 Ar-Ar 偶联来构建 B 环，见图-8。中间体（22）经自由

基引发剂 Tributyltin Hydride 和 2,2-Azodi(2-Methylbutyronitrile)偶联得到产物。相比较于

苯炔中间体的路线，该方法一个明显的优点就是收率高。 

同样借助于芳环与芳环的偶联反应，见图-9，Harayama[19]采用了多种不同反应条件

组合来发生此反应。一般为膦配体和缚酸剂的组合。膦配体主要有三苯基膦、三邻甲苯

基膦。缚酸剂主要有 Ag2CO3、K2CO3。中间体（24）发生芳环与芳环的反应，得到产物

（25）。 

 

图-6  Watanabe 等的路线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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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Kessar 等的路线方法 

 

图-8  Nakanishi 等的路线方法 

 

图-9 Haeayama 等的路线方法 

1.2.3  C6-C6a 环合成键   

借助于 BN 反应，特定结构化合物可以一步反应环合构建环 B，如下图-10 所示。

中间体（26）在催化剂 Phosphorus Oxychloride 的作用下发生该反应。六号位碳原子与相

应碳原子环合成键得环，收率大约 38%。 

此外，还有研究研究发现[20]：Phosphorus Oxychloride 被替代体 Phosgene 试剂，反

应仍能进行，且收率提高。 

 

 

图-10  BN reaction 

1.2.4 钯催化 B 环构建  

Blanchot 等[21]采用钯催化两分子芳基化/氮-芳基化的方法构建 B 环，见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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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图-11  Blanchot 等的路线方法 

中间体（28）和中间体（29）在醋酸钯、Ph3P、碳酸铯和 2-降冰片烯作用下经五号

位氮原子、五号位碳原子键和十号位碳原子、十一号位碳原子成键成环，综合收率约为

41%，这条路线总的收率十分低。 

如图-12，借助于过渡金属催化[22]，中间体（31）和中间体（32）两分子直接环合反

应得到目标环。而且此条路线还能拓展应用于其他生物碱的合成，例如血根碱。 

 

图 12  Lv 等的路线方法 

1.3 一步构建 B 环和 C 环    

通过使用特殊催化剂金催化剂，Enomoto 等[23]研究发现中间体（34）反应一步即

可得到两个环，见下图。中间体（34）在特殊的金催化剂作用下催化成键完成两个环

的构建。收率高达 90%以上，这一条路线最终总的产率不到五分之一。但是由于特殊

催化剂具有十分昂贵的造价，因此这限制了该条路线的广泛应用。

 

图 13  Enomoto 等一步构建 B 环和 C 环路线方法 

近些年以来，越来越多新的、高效的的合成两面针碱方法的提出，为两面针碱的毒

理、生物活性和构效关系等的研究带来了许多的便利。但是缺点仍旧存在，比如大部分

方法都有一个共性缺点，即路线冗长，总收率较为低。而且有些方法路线需要特殊试剂

或者十分苛刻的条件，这些不足以及缺点都限制了这些方法的推广。值得肯定的是这些

方法路线的提出建立，有力地推动了生物碱全合成的发展。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高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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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率、无毒绿色的合成的新方法仍旧药物化学家们进行科研工作研究的聚焦点。 

2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生物作用研究 

2.1 抗炎镇痛作用   

两面针碱在民间常用于跌打损伤、扭伤等等。利用两面针开发的口腔护理产品正是

基于其在抗炎，镇痛及止血方面的功效。刘绍华等 [25]从花椒属植物中分离得到了

Chlorinated nitidine 的粗品，经化学方法纯化得到单一组分化合物后，进行药理实验。实

验对象为小鼠上。实验指标为抗炎、镇痛效果。研究发现，给予小鼠 10 毫克每千克体

重剂量的 Chlorinated nitidine 时，对小鼠有明显的安抚作用。这说明小鼠的疼痛减轻了，

因此判断该剂量的受试品有镇痛作用。给予小鼠 40 毫克每千克体重剂量的 Chlorinated 

nitidine 时，小鼠也出现了一定的被安抚作用。因此判断该剂量的受试品有抗炎作用。之

后，他们推测氯化两面针碱发挥抗炎镇痛作用的关键基团为碳氮之间的化学键。 

2.2 抗癌作用   

廖柳凤[26]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肝癌细胞对于氯化两面针碱较为敏感，一定剂量的氯

化两面针碱对于肝癌细胞有抑制有生长作用，而且还能延长肝癌小鼠的生存时限。除此

之外，也对人类肝癌 Hep G2 和 SMMC-7721 小鼠瘤也有一定的治愈作用。更为重要的

是，在模型试验中发现，氯化两面针碱可以特定作用于某些部位。也就是说，Chlorinated 

nitidine 对癌细胞的抑制作用是有选择性。因此他们认为氯化两面针碱在癌细胞治疗方

面可能具有其十分重要的价值。而探究清楚这些蛋白的具体调节机制，就能够解析氯化

两面针碱作用于癌细胞内部药物代谢酶微观机理。 

2.3 抗疟作用   

疟疾是由疟原虫入侵后寄生于肝部，进而入侵循环系统的急性发热性疾病，发作时

患者会感觉“发冷”、全身发抖。Jullian 等[27]从芸香科 Zanthoxylum rhoifolium 的干燥外

皮中提取分离得到了 7 种苯并菲啶类生物碱，经过大量生物活性检测实验后，发现氯化

两面针碱对恶性疟原虫杀伤作用十分强大，IC50<0.27μmol/L，而且对于氯喹耐药疟原虫，

采用氯化两面针碱杀灭也有一定的效果。Muganga 等[28]从 Z.chalybeum 树皮浸膏中提取

分离得到了 6 种苯并菲啶类生物碱，最终经过大量生物活性检测实验后，发现并且成功

证明了对疟原虫有杀灭作用的主要有效成分为氯化两面针碱。由此可见，氯化两面针碱

作为一个基础化合物，进行抗疟药效活性研究具有十分光明的前景。 

2.4 抗菌作用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作用十分广泛，不仅能作用于细菌，而且对其他微生物也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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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Tavares[29]从芸香科 Zanthoxylum rhoifolium 中分离提取得到了部分苯并菲啶类

生物碱并设计大量生物活性检测试验一个一个测量其抑菌作用，发现就抑菌作用而言，

两面针碱<勒樘碱。而且抗菌谱也不如勒樘碱宽。同时两面针碱还是一个具备较强的抗

真菌活性的天然产物。DelPoeta 等[30]也同时发现两面针碱具有与喜树碱十分接近的抗真

菌活性。 

2.5 对循环系统的作用  

韦锦斌等[31]使用 Chlorinated nitidine 进行模型试验时发现：对于心肌缺血的实验对

象，Chlorinated nitidine 发挥作用十分有限。如果把实验对象替换为缺血后再灌注，则能

产生一定的减轻其损害的作用。并且该种效果对于给药剂量有一定程度依赖性。 

此外，从二年生草本植物的 Corydalis tashiroi 块茎中提取得到的 oxysanguinarine 具

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2.6 其他作用  

除了上述的生理作用以外，苯并菲啶类生物碱还在其他一些方面具有良好的生理作

用。比如抗白血病、抗氧化作用、抗肝脏损伤等方面。 

例如，从 Zanthoxylum Integri-foliolum1b 中分离得到 oxychelerythrine 对 P-388 和

HT-29 细胞系显示出细胞毒性的细胞毒作用。同时 oxyavicine 也用于治疗一些眼科疾病

[32]。 

3  结语 

天然存在的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属于 Isoquinoline alkaloid 家族，其中很多都具有较好

的生物活性。它们具有四个环的结构，其中包括三个芳香环。因其具有十分广泛且重要

的药用潜能，芳香族苯并菲啶类生物碱越来越受到药物化学家们的重视。 

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具有十分优秀各类生理活性，更重要的是，该类生物碱的尚未被

发现的应用方向巨大[33]。广度有待于拓展，深度有待于挖掘。尤其是在人类面临的大问

题-癌症方面，应更多更好地去系统的挖掘其药用价值、解释其药用活性和作用机理，真

正的让每个好的、有益的天然产物造福于人民。 

但是，由于天然药物本身缺陷-有效成分含量低、所含成分种类复杂、提取困难、收

率低等，苯并菲啶类生物碱从植物中提取的总产率只有约 5%~20 %，而且提取条件苛刻，

流程复杂，纯化流程烦琐，能耗巨大，不能满足研究与规模生产的需要。因此，在相当

长一段时间内，全合成仍然是最优的解决方案。许多药物化学家从不同的反应路线出发

实现了两面针碱的全合成，而萘胺中间体则是一大部分经典路线的必需中间体，优化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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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中间体的合成工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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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使用一锅多反应法制备氨基取代茚和 1,4-二氢萘：苯并菲啶类生物碱

的全合成 

摘要： 

2-乙烯基或乙烯基的烯丙基三氯乙酰亚胺类化合物已经通过一锅法成功制备，通过

两步多键形成反应制备氨基茚和氨基取代的 1,4-二氢萘。一锅法合成方法的综合运用与

四种苯并菲啶类生物碱(oxychelerythrine, oxysanguinarine, oxynitidine, oxyavicine)的全合

成。借助于分子内二芳基 Heck 偶联反应，使用 Hermann-Beller 钯化合物催化天然产物

合成过程中的关键步骤。 

背景介绍： 

天然存在的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属于 Isoquinoline alkaloid 家族，其中很多都具有较好

的生物作用 1。它们具有四个环的结构，其中包括三个芳香环。因其具有十分广泛且重

要的药用潜能，芳香族苯并菲啶类生物碱越来越受到药物化学家们的重视。例如，从

Zanthoxylum Integri-foliolum1b 中分离得到 oxychelerythrine(1)（图-1） 对 P-388 和 HT-

29 细胞系显示出细胞毒性的细胞毒作用 2。而从二年生草本植物的 Corydalis tashiroi 块

茎中提取得到的 oxysanguinarine (2) 具有抗血小板聚集作用 3。而从 Zanthoxylum 提取

得到的 oxynitidine (3)4 and oxyavicine (4)5 表现出抑制乙型肝炎病毒 DNA4c 复制和镇痛、

抗炎活性。同时 oxyavicine (4)5 也用于治疗一些眼科疾病。 

 由于苯并菲啶类生物碱具有优秀的生物作用，一直以来，他们的合成方法收到了

多方面广泛关注 6-10。例如 Clark 和 Jahangir 报道了通过环加成反应合成苯并菲啶母核，

进而合成 oxynitidine (3)的方法 9b。基于类似的原理，Cho 和同事提出了使用锂化的甲苯

胺和苯甲腈介导的环加成反应用于这类天然产物的一般性合成 6c−e,7e,f。Harayama 的研究

小组通过氨基卤代萘与苯甲酸的偶联反应合成出了许多苯并菲啶类化合物 6h。而十分具

有挑战性的关键步骤：分子内二芳基 Heck 偶联反应则被优化用于完成苯并菲啶母核的

构建 6a,b,7b−d,9c。程和同事报道了一系列使用镍催化区域选择性环化的菲啶 oxybenzo[c]-

phenanthridines 合成苯并[d] [1,3]二氧杂环戊烯-5-基取代的炔烃的反应 6f，该方法的结果

表明，不含卤化物的苯并二嗪可以通过 C-H 活化进行类似的反应，从而高效合成

oxychelerythrine(1)7g。 

我们最近报道了氨基取代的合成来自炔衍生的烯丙基的茚和四氢萘三氯乙酰亚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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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两个连续的一锅多反应过程（Scheme 1a、图-2）11。其中第一个涉及到 Overman 重

排和闭环 enyne 复分解反应（RCEYM）得到环外二烯。第二个是氨基取代的茚和四氢

萘在一锅，使用炔烃和 1,4-醌作为亲二烯体 Diels-Alder 反应和氧化的反应。虽然这个方

法能合成各种尺寸的环（图-2），但是经后期研究发现只有少数的缺电子炔烃发生了该反

应，这极大限制了该反应的应用。为了克服这个缺陷，我们提出了新的方案(Scheme 1b)。

新的方案很好的克服了这个缺陷。有人提出使用取代 2-溴苯甲醛作为起始原料快速制备

2-的烯丙基 2-或乙烯基三氯乙酰亚胺。一锅两步多反应包括 Overman 重排和闭环和复分

解（RCM）反应将被用于更直接合成这些环 12。另外，2-溴苯甲醛潜在反应性会导致生

成更多副产物。一锅中形成环状烯丙基酰胺过程（参见 Scheme 1a）将提供额外的功能，

辅助这些化合物的进一步进行转化。我们正在报道氨基茚和氨基取代的 1,4-二氢萘使用

一锅两步多反应过程的一般合成方法。以及它在合成苯并菲啶类生物碱

oxychelerythrine(1), oxysanguinarine (2), oxynitidine (3), 和 oxyavicine (4)中的应用。 

结果与讨论： 

我们的研究始于高效合成 E-（2-乙烯基）肉桂醇，并最终合成氨基取代的茚。我

们以 2-溴苯甲醛为合适的原料，最初使用 a，采用符合标准的三正丁基（乙烯基）锡

Stille 偶联条件研究了乙烯基的引入 13。虽然这确实给出了耦合产品且具有较高的收

率。但是反应并不总是可重复的。此外，由于苯甲醛和有机锡残留物使得纯化步骤也

十分复杂。相反，基于 Suzuki-Miyaura 反应，使用[1,1′-bis (diphenylphosphino)-ferroce 

ne]dichloropalladium(II)[PdCl2(dppf), 5 mol %] (Table 1)14 作为催化剂高效合成乙烯基苯

甲醛 6a−f。基于 Horner-Wadsworth 反应，苯甲醛 6a-f 与三乙基的 Emmons（HWE）在

温和的 Masamune-Roush 下的膦酰基乙酸酯（TEPA）反应。唯一的条件是（E）-α，β-

不饱和酯 7a-f 。此反应收率很高（87-100%）15。随后用 DIBAL-H 还原酯 7a-f 完成了

合成（E）-（2-乙烯基）肉桂醇 8a-f 所需的三步，反应总收率较高。 

  优化一锅 Overman 重排和 RCM 反应的任务主要集中在氨基取代的茚 11a（方案

2）制备上。（2-乙烯基）肉桂醇 8a（R = H）转化为相应的烯丙基三氯乙酰亚胺，使用

三氯乙腈和催化量的 DBU 进行反应，受热 160°C 时发生 Overman 重排 16。第一代 Grubbs 

催化剂最初研究用于 RCM 步骤 17。后来发现，催化剂负载量不能太高，如果太高，会

导致反应变得很缓慢。例如在百分之二十五摩尔的（25 mol％）情况下，完全转化需要

很长的反应时间（96 小时）。之后得到茚 11a，三个步骤中产率为 42％。这一阶段反应

使用 Grubbs 催化剂显着改善了反应过程 18。20 小时后， 烯丙醇 8a 使用 5mol％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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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载量，实现完全转换产生茚 11a 的总收率为 82％（方案 2）19。运用这些优化条件，

一锅法的范围拓展到了氨基取代茚。总的来说，一锅法一般用于一系列烯丙基三氯乙酰

亚胺 9b-f 富电子或缺电子的取代基。图中给出了氨基茚 11b-f 由烯丙醇 8b-f 的收率。 

然后开发了制备（E）-（2-烯丙基）肉桂醇的短途径，其可以制备二氢萘类似物。

掺入烯丙基侧链需要一些优化。因此，最初使用与 TEPA 的 HWE 反应将醛部分转化为

更稳定的(E)-α, β-不饱和酯 12a-g（表 2）。然后探索有效烯丙基化的条件。在高温（> 

100℃）下使用与烯丙基硼酸频哪醇酯（13）和 Pd（PPh3）4（10mol％）作为催化剂的

Suzuki- Miyaura 反应得到高产率的偶联产物 20。但是，这些通常被高达 30％的原代溴化

(E)-α, β-不饱和酯污染。使用 PdCl2 (dppf)百分之十摩尔(10 mol％)作为催化剂和较低的

反应温度（85℃）克服了该问题，这使得烯丙基化产物 14a-g 非常干净且基本上定量产

率。然后，酯 14a-g 的 DIBAL-H 还原完成了(E)-( 2-烯丙基)-肉桂醇 15a-g 的三步合成。

该系列烯丙基醇延伸至包括杂芳族类似物。带有烯丙呋喃侧链的烯丙基醇 15h 由 3-溴呋

喃分四步制备。最初，使用 Rieche 条件（MeOCHCl2 / TiCl4）在 3-位甲酰化 3-溴呋喃，

得到 3-溴-2-糠醛（5h），收率 96％22。前述三步骤序列的应用包括 HWE 反应，烯丙基

化和 DIBAL-H 还原得到烯丙醇 15h，总收率为 89％（表 2）。 

用手中的一系列(E)-( 2-烯丙基)-肉桂醇，优化了一锅法合成氨基取代的 1, 4-二氢萘

的条件。发现衍生自烯丙基醇 15a 的烯丙基三氯乙酰亚胺的过量重排在 160℃下 18 小

时后进行完全转化。即使在 24 小时后，较低的温度（120-140℃）导致不完全转化（80％）。

对 RCM 步骤的催化剂的比较再次表明，Grubbs 第一代催化剂（15 mol％）的相对高的

催化剂负载量需要完全转化为 1, 4-二氢化萘，而在相同条件下，仅为 5 mol％的 Grubbs

第二代催化剂是必要的。使用这些优化的条件作为一锅法的条件，得到 1,4-二氢萘 16a，

从烯丙醇 15a 得到 89％（方案 3）。 

然后研究了具有富电子或缺电子基团的氨基取代的 1, 4-二氢萘 16b-g 的一般合成以

及各种取代模式的该方法的范围，并且发现其对于高产率特别稳健。 合成这一系列化

合物。 以类似的方式，将呋喃衍生的烯丙基醇 15 h 转化为相应的烯丙基三氯乙酰亚胺

酯，并实施一锅两步法，得到氨基取代的 1, 4-二氢苯并呋喃 16 h。此步骤产率可以达到

82％。 

具有碳原子一号位组织的氨基官能团的茚和四氢萘环系统是在用于治疗与神经病

学和心脏病学相关的疾病的一系列药学上重要的试剂中发现的特殊结构。然而，在本研

究中，我们希望通过应用于天然产物的全合成来证明通过一锅多步法产生的化合物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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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用。因此，我们特地选择 1, 4-二氢萘 16c，其以 75％的总收率。采用市售的 2-溴-4, 

5-亚甲二氧基苯甲醛（5c）作为原料制备，作为羟基苯甲酸的全合成的关键中间体[E]。

菲啶生物碱氧氯丙酸盐（1）（2）（3）（4）。有人提出，16c 的芳构化，然后将氨基

与适当衍生的 2-溴苯甲酸偶联，然后进行分子内二芳基 Heck 偶联反应，可以在相对较

少的步骤中获得羟基苯并[c]菲啶生物碱。 

在该程序的这一部分, 通过放大一锅两步工艺, 生产了 1, 4-二氢萘 16c ，得到了数

十克的量。在这些反应中, 发现 Grubbs 第二代催化剂的总负荷可以降低到 2.5 mol%, 

同时在这三个步骤中保持一贯的高产量 (方案 3)。对于 16c 转化为相应的萘 17, 筛选

了各种氧化剂 (方案 4) 25 虽然二氧化锰的使用确实产生了五烯副产物 18 (16%), 但反

应使萘 17 (72%) 的产率最好。酸介导水解三氯乙酰胺 17 后, 在标准条件下, 将得到的

胺 19 与各种 2-溴苯酰氯 20a−d 耦合。与氢化钠和碘甲烷的甲基化使 22a−d 的倒数第

二的化合物产量很高。 

在该程序的这一部分, 通过放大一锅两步工艺,合成羟基苯并[c]-菲啶生物碱的最后

一步需要芳基溴化物 22a-d 的分子内 Heck 偶联反应。在 Ames 和 Opalko 的初步工作基

础上，26 Harayama 的研究小组已经广泛研究了这种类型的酰胺束缚的联芳基偶联剂，用

于合成氧氯化物（1），氧氮化物（3）和其他羟基苯并[c]菲啶生物碱 6h。他们发现在 P

（邻甲苯基）3 和碳酸银存在下使用乙酸钯（II）（20 mol％）进行 Heck 偶联 22a 得到

氧氯化丙炔（1），产率 96%.7b-d 虽然这是一个空间要求偶联，通过酰胺（R3 = OMe）

邻位的取代基的存在来辅助转化，这有助于定位溴化物用于反应。使用类似的偶联方法

生产氧氮化物（3）更具挑战性，因为该反应的 Heck 前体没有引导基团（R3 = H）来预

组织底物。因此，在他们合成氧氮菌（3）时，Harayama 及其同事发现只有使用更高反

应性的 22c 碘化物类似物和高负荷的乙酸钯（II）才能实现高产率反应（89％）（通过

在 22a 的 Heck 反应中重复 Harayama 条件，我们能够以 97％的相似产率分离氧氯化丙

炔（1）（100％摩尔）。然而，使用相同的试剂和条件以及各种催化剂负载（30-100 mol％）

试图将芳基溴化物 22b，22c 和 22d 的 Heck 偶联分别得到氧蒽醌（2），氧氮化嘧啶（3）

和氧合维生素（4）。该步骤最终的产率低（19-29％），即使在延长的反应时间（24 小

时）后也回收了大量的原料。在反复尝试偶联反应期间观察到钯（0）在早期从反应混合

物中沉淀。为了开发更通用和有效的分子内二芳基 Heck 反应，使用芳基溴前体合成羟

基苯并[c]菲啶生物碱，并且在通常需要的高温下，需要更稳定的钯催化剂。Hermann-

Beller palladacycle 23 因其在高温下的反应性而闻名（图 2）。27 28 这是由于活性 P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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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应过程中缓慢释放，从而阻止了失活过程.29 此外，palladacycle 23 已被用于许多具

有挑战性的 Heck 反应，30 包括胺拴系芳基溴化物与环烯烃的有效分子内偶联，用于制

备菲啶环系统。30d 

最初研究 Palladacycle 23 的芳基溴 22a 的 Heck 偶联（方案 5）。在 160 ℃下在碳酸

银存在下使用 10 mol％负载的催化剂，22 小时后转化完成。 这使得氧氯氰菊酯（1）的

分离率为 95％。 使用与芳基溴 22b 相同的条件，3 小时后反应完成，得到氧蒽醌（2），

收率 90％。 22c 和 22d 的更具挑战性的 Heck 偶联需要更高的催化剂负载量（20 mol％）

进行完全转化，22 小时后，分别以 83％和 78％的产率分离氧氮菌苷（3）和氧合维生素

（4）。 在所有四种情况下，与乙酸钯（II）和 P（o-tol）3 的组合相比，使用 Hermann-

Beller palladacycle以优异的产率和显着更低的催化剂负载量得到来自芳基溴化物底物的

天然产物。 

结论 

2-乙烯基或乙烯基的烯丙基三氯乙酰亚胺类化合物已经通过一锅法成功制备，通过

两步多键形成反应制备氨基茚和氨基取代的 1,4-二氢萘。综上所述，根据现有研究发现，

已经开发了用于制备带有 2-乙烯基芳基和 2-烯丙基芳基侧链的烯丙基醇的短，灵活和有

效的合成路线。在转化为相应的烯丙基三氯乙酰胺时，发现这些化合物是用于一锅式

Overman 重排和 RCM 反应过程的优异底物，产生多种氨基茚和氨基取代的 1,4-二氢萘

的库，总产率高。通过使用 1,4-二氢萘 16c 合成四种羟基苯并[c]-菲啶生物碱，证明了这

些特殊结构的合成效用。关键步骤的优化，使用 Hermann-Beller palladacycle 的分子内二

芳基 Heck 偶联反应，在 11 个步骤和 46 个步骤中完成了（1），（2），（3）和（4）

的全合成。分别为 37％，42％，38％和 38％的总收率。目前正在研究从该研究中产生

的氨基茚和氨基-1,4-二氢萘的进一步合成应用，以及扩展可以使用一锅多反应方法制备

的多环类化合物的范围。  

实验部分 

所有试剂和起始材料均从正常的商业来源获得，并按正常操作工艺流程使用。使用

溶剂纯化系统纯化干燥所有溶剂。除非另有说明，否则所有反应均在氩气氛下进行。盐

水是指饱和氯化钠溶液。 

相关内容 

所有新化合物的 1H 和 13C NMR 谱。可从 http://pubs.acs.org 网站免费获取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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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核磁共振波谱-氢谱图 

 

1.图 4-1 中间体（1）的核磁共振氢谱图

 

图 4-2 中间体（2）的核磁共振氢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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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中间体（3）的核磁共振氢谱图 

 

 

 

 

 

图 4-4 中间体（4）的核磁共振氢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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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中间体（5）的核磁共振氢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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