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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发明名称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

(57) 摘要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

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将分

子式为 的化合物与叔丁醇钾反应，得

到 5-R-4，7-二氮杂吲哚，式中，R为 Br、Cl、H中的

一种。本方法改进了蛋白激酶抑制剂药物的一个

重要的中间体的制备方法，所用原料为工业化的

原料，大大降低了该产品所需的成本，能大幅度降

低现有药物生产成本。反应时无需高温及强酸性

等高危险操作，能大幅度减少环境污染。本工艺设

计的路线各个步骤收率稳定，而且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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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将分子式为 的化合物在氮甲基吡咯烷酮中与叔丁醇钾反应，得到

5-R-4,7-二氮杂吲哚，即所述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式中，R为 Br、Cl和 H中的

一种，反应温度为 10℃～ 30℃；其中，

所述 R为 Br的化合物 的制备方法为：

a1、2- 氨基 -3,5- 二溴吡嗪和三甲基硅乙炔反应，得到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

基 -5-溴吡嗪，

b1、将得到的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基 -5- 溴吡嗪与叔丁醇钾反应，脱掉三甲基硅

基，得到 2-氨基 -3-乙炔基 -5-溴吡嗪；

所述 R为 H的化合物 的制备方法为：

a2、2-氨基 -3-氯吡嗪和三甲基硅乙炔反应，得到 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吡嗪，

b2、将得到的 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吡嗪与叔丁醇钾反应，脱掉三甲基硅基，得到

2-氨基 -3-乙炔基吡嗪；

所述 R为 Cl的化合物 的制备方法为：

a3、2- 氨基 -3,5- 二氯吡嗪和三甲基硅乙炔反应，得到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

基 -5-氯吡嗪，

b3、将得到的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基 -5- 氯吡嗪与叔丁醇钾反应，脱掉三甲基硅

基，得到 2-氨基 -3-乙炔基 -5-氯吡嗪。

2.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 a1、a2、a3的反应温度为 0℃～ 30℃。

3.根据权利要求 2所述的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 a1、a2、a3的反应温度为 20℃～ 30℃。

4.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 b1、b2、b3的反应温度为 60℃～ 80℃。

5.根据权利要求 4所述的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步骤 b1、b2、b3的反应温度为 70℃～ 80℃。

6.根据权利要求 1所述的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分子式为 的化合物与叔丁醇钾的反应温度为 2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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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蛋白激酶在人类基因组范围内组成一个大的基因家族，一直是科学家研究的热

点。这个激酶超家族成员之间的差别与它们各自催化结构域的序列和结构相关，此超家族

成员包括 CGMC激酶，CaMK激酶，STE激酶，酪氨酸激酶，AGC激酶和其它的激酶。因为它们

在信号转导和基因转录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被认为是药物治疗领域非常重要的潜在

药物靶点。

[0003] 蛋白激酶在细胞功能调节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对大量众所周知蛋白的活性、定

位和功能发挥发挥重要作用。它们在信号转导中的卓越功体现在诸如细胞周期调控、基因

转录和凋亡等复杂的细胞功能协调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编码这些蛋白激酶的基因的突

变或者调节紊乱与多种疾病关联，如自身免疫性疾病，肿瘤，心血管，白血病，糖尿病、炎症

失调等。

[0004] 5-溴 -4，7-二氮杂吲哚或者 4，7-二氮杂吲哚是蛋白激酶抑制剂药物的一个重要

的中间体，对于它的工艺改进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0005] 5- 溴 -4，7- 二氮杂吲哚或者 4，7- 二氮杂吲哚都是较为重要的药物中间体，目前

已有几种比较可行的合成方法。是用 2-氨基 -3甲基吡嗪和特戊酰氯或二碳酸二叔丁酯反

应，然后在酸性条件下脱保护关环得到 4，7-二氮杂吲哚。但此方法制备时，收率低，总收率

只有 33％。

发明内容

[0006] 本发明的目的是为了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提供一种收率高的 4，7- 二氮杂吲

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

[0007] 为实现以上目的，本发明通过以下技术方案实现：

[0008] 4，7-二氮杂吲哚及其 5位取代物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步骤：

[0009] 将分子式为 的化合物与叔丁醇钾反应，得到 5-R-4，7- 二氮杂吲哚，式

中，R为 Br、Cl、H中的一种。

[0010] 优选地是，所述化合物在氮甲基吡咯烷酮中与叔丁醇钾反应。

[0011] 优选地是，反应温度为 10℃～ 30℃。更优选地是，反应温度为 20℃～ 30℃。最优

选为 26℃～ 27℃。

[0012] 优选地是，所述 R为 Br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为：

[0013] c、2- 氨基 -3，5- 二溴吡嗪和三甲基硅乙炔反应，得到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

基 -5-溴吡嗪；

[0014] d、将得到的 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 -5-溴吡嗪与叔丁醇钾反应，脱掉三甲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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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基，得到 2-氨基 -3-乙炔基 -5-溴吡嗪。

[0015] 优选地是，所述 R为 H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为：

[0016] c、2- 氨基 -3- 氯吡嗪和三甲基硅乙炔反应，得到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基吡

嗪；

[0017] b、将得到的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基吡嗪与叔丁醇钾反应，脱掉三甲基硅基，

得到 2-氨基 -3-乙炔基吡嗪。

[0018] 优选地是，所述 R为 Cl的化合物的制备方法为：

[0019] a、2- 氨基 -3，5- 二氯吡嗪和三甲基硅乙炔反应，得到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

基 -5-氯吡嗪；

[0020] b、将得到的 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 -5-氯吡嗪与叔丁醇钾反应，脱掉三甲基

硅基，得到 2-氨基 -3-乙炔基 -5-氯吡嗪。

[0021] 优选地是，步骤 a的反应温度为 0℃～ 30℃。更优选地是 20℃～ 30℃。最优选为

26℃～ 27℃。

[0022] 优选地是，步骤 b的反应温度为 60℃～ 80℃。更优选地是 70℃～ 80℃。

[0023] 本方法改进了蛋白激酶抑制剂药物的一个重要的中间体的制备方法，本发明中的

方法具有有益效果：

[0024] 1. 本方法所用原料为工业化的原料，大大降低了该产品所需的成本，能大幅度降

低现有药物生产成本。

[0025] 2.反应时无需高温及强酸性等高危险操作，能大幅度减少环境污染。

[0026] 3.本工艺设计的路线各个步骤收率稳定，而且较高。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进行详细的描述：

[0028] 实施例 1

[0029] 5-溴 -4，7-二氮杂吲哚的合成

[0030] 第一步：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 -5-溴吡嗪的合成

[0031] 将 2- 氨基 -3，5- 二溴吡嗪 (1000 克，4 摩尔 ) 溶于 5 升乙腈及 5 升三乙胺的混

合溶剂中，加入 30 克碘化亚铜及 80 克四三苯基磷钯，氩气保护下冷却至 0℃，将三甲基硅

乙炔 (500 毫升，4.4 摩尔 ) 慢慢滴加入上述体系，滴加完后室温 25℃下反应 24 小时，色谱

分析跟踪检测，反应完全，过滤，用 EA/PE 重结晶得到 1020 克淡黄色固体，收率 90％，核磁

(DMSO-D6，300MHz)，8.11(s，1H)，6.77(br s，2H)，0.52(m，9H)。

[0032] 第二步：2-氨基 -3-乙炔基 -5-溴吡嗪的合成

[0033] 将 1020克 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 -5-溴吡嗪溶于 10000毫升干燥的四氢呋

喃中，加入 250克叔丁醇钾，70℃下回流 2小时，色谱分析检测反应完全，过滤，有机相旋干，

用乙酸乙酯 /石油醚重结晶，得到黄色固体 700克，收率 70％。(CDCl3 300MHz)，8.079(s，

1H)，5.097(s，2H)，3.596(s，1H)。

[0034] 第三步：5-溴 -4，7-二氮杂吲哚的合成

[0035] 将 700 克 5- 溴 -4，7- 二氮杂吲哚溶于 1 升氮甲基吡咯烷酮中，加入 150 克叔丁

醇钾，室温 25℃下反应 24 小时，色谱分析检测反应完全，将反应体系倒入 2 升水中，用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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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升乙酸乙酯萃取 3 遍，用无水硫酸钠干燥，旋干，得到褐色固体 580 克，收率 83％。核磁

(DMSO-D6，300MHz)，12.321(s，1H)，8.315(s，1H)，7.940(m，1h)，6.6(m，1h)。

[0036] 其反应可用方程式表示为：

[0037] 

[0038] 式中 R为 Br。

[0039] 实施例 2

[0040] 第一步：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 -5-氯吡嗪的合成

[0041] 将 2-氨基 -3，5-二氯吡嗪 (1000克，6.1摩尔 )溶于 5升乙腈及 5升三乙胺的混

合溶剂中，加入30克碘化亚铜及80克四三苯基磷钯，氩气保护下冷却至0℃，将三甲基硅乙

炔 (500 毫升，4.4 摩尔 ) 慢慢滴加入上述体系，滴加完后室温 25℃下反应 24 小时，色谱分

析跟踪检测，反应完全，过滤，用 EA/PE重结晶得到 1020克淡黄色固体，收率 85％。

[0042] 第二步：2-氨基 -3-乙炔基 -5-氯吡嗪的合成

[0043] 将 1020克 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 -5-氯吡嗪溶于 10000毫升干燥的四氢呋

喃中，加入 250克叔丁醇钾，65℃下回流 2小时，色谱分析检测反应完全，过滤，有机相旋干，

用乙酸乙酯 /石油醚重结晶，得到黄色固体 700克，收率 70％。

[0044] 第三步：5-氯 -4，7-二氮杂吲哚的合成

[0045] 将 700克 5-氯 -4，7-二氮杂吲哚溶于 1升氮甲基吡咯烷酮中，加入 150克叔丁醇

钾，室温 25℃下反应 24小时，色谱分析检测反应完全，将反应体系倒入 2升水中，用 500毫

升乙酸乙酯萃取 3遍，用无水硫酸钠干燥，旋干，得到褐色固体 580克，收率 83％。

[0046] 其反应可用方程式表示为：

[0047] 

[0048] 实施例 3

[0049] 4，7-二氮杂吲哚的合成

[0050] 第一步：2-氨基 -3-三甲基硅乙炔基吡嗪的合成

[0051] 将 2-氨基 -3氯吡嗪 (1000克，7.75摩尔 )溶于 5升乙腈及 5升三乙胺的混合溶

剂中，加入 30 克碘化亚铜及 80 克四三苯基磷钯，氩气保护下冷却至 0℃，将三甲基硅乙炔

(500毫升，4.4摩尔 )慢慢滴加入上述体系，滴加完后室温 25℃下反应 24小时，色谱分析跟

踪检测，反应完全，过滤，用 EA/PE重结晶得到 1020克淡黄色固体，收率 80％。

[0052] 第二步：2-氨基 -3-乙炔基吡嗪的合成

[0053] 将 1020 克 2- 氨基 -3- 三甲基硅乙炔基吡嗪溶于 10000 毫升干燥的四氢呋喃中，

加入 250 克叔丁醇钾，75℃下回流 2 小时，色谱分析检测反应完全，过滤，有机相旋干，用乙

酸乙酯 /石油醚重结晶，得到黄色固体 700克，收率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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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4] 第三步：5-溴 -4，7-二氮杂吲哚的合成

[0055] 将 700 克 4，7- 二氮杂吲哚溶于 1 升氮甲基吡咯烷酮中，加入 150 克叔丁醇钾，室

温 25℃下反应 24小时，色谱分析检测反应完全，将反应体系倒入 2升水中，用 500毫升乙酸

乙酯萃取 3遍，用无水硫酸钠干燥，旋干，得到褐色固体 580克，收率 83％。

[0056] 其反应方程式为：

[0057] 

[0058] 本发明中的实施例仅用于对本发明进行说明，并不构成对权利要求范围的限制，

本领域内技术人员可以想到的其他实质上等同的替代，均在本发明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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