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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的合成研究

王 俊，谢 欣，万宏剑，王洪雷

（江苏省农药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210046）

摘要：综述了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的主要合成途径，并选择了以三氯吡啶醇钠为主要原料，
经与氯乙酸甲酯合成2-(3,5,6-三氯-2-吡啶氧基)乙酸甲酯，再与乙二醇单丁醚进行酯交换反应合成

目标产物的工艺路线。 该合成工艺以三氯乙酰氯计，5步反应总收率大于72%，产品色泽淡黄，质

量分数在98.0%以上。 该工艺具有三废量较少和成本较低的特点，适合大规模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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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synthetic routes of triclopyr-butotyl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he title compound was

synthesized from sodium 3,5,6-trichloro-2-pyridinolate via condensation and transesterification. The total yield of the five

steps was above 72%, the purity of the product reached 98%. The process had less pollutant and lower costs. It was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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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triclopyr-butotyl）是

内吸性除草剂三氯吡氧乙酸的丁氧基乙基酯衍生

物，广泛用于防除禾本科作物田中的阔叶杂草，并用

于非耕地和森林防除阔叶杂草、灌木和木本植物，

尤其对木苓属、栎属及其它萌芽的木本科植物的防

除具有特效。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能迅速被叶

和根吸收，在植物体内传导并作用于核酸代谢[1]。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化学名称：[(3,5,6-三

氯 吡 啶 -2-基 )氧 ]乙 酸 -2-丁 氧 基 乙 酯 ；分 子 式 ：

C13H16Cl3NO4；相对分子质量：356.63。其结构式如下。

1 合成路线

三氯吡氧乙酸（或甲酯）是合成三氯吡氧乙酸

丁氧基乙酯的主要原料，该原料主要合成方法有四

氯吡啶法和三氯吡啶醇钠法。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

乙酯主要合成方法有以下3种[2-3]。
方法1：三氯吡氧乙酸和乙二醇单丁醚脱水酯化。

方法2：三氯吡氧乙酸甲酯与乙二醇单丁醚酯

交换。

方法3：三氯吡啶醇钠和氯乙酸-2-丁氧基乙酯

醚化。

方法1是目前企业常用的生产方法。使用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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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甲酯和三氯吡啶醇钠反应生成2-(3,5,6-三氯-2-吡
啶氧基)乙酸甲酯，然后经过水解和中和反应得到三

氯吡氧乙酸。此过程会产生大量高盐分的酸性废

水，环保压力大，处理费用高。
方法3先用氯乙酰氯和乙二醇丁醚反应生成氯

乙酸-2-丁氧基乙酯后，再与三氯吡啶醇钠反应生成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该反应由于空间位阻较

大，易产生异构体，反应收率偏低，并导致最终产品

含量偏低。
本文采用的合成方法在方法2基础上进行，以

三氯吡啶醇钠为主要原料，先与氯乙酸甲酯缩合制

得2-(3,5,6-三氯-2-吡啶氧基)乙酸甲酯，再与乙二醇

单丁醚进行酯交换反应。该方法省去水解反应和酸

化中和过程，反应步骤减少；所得产品为淡黄色液

体，质量分数在98.0%以上；5步合成总收率在72%以

上（以三氯乙酰氯计）。
反应方程式如下。

2 实验部分

2.1 主要试剂及来源

三氯乙酰氯（99.5%）、四丁基溴化铵（99.0%），

上海紫一 试剂厂；丙烯 腈（99.5%）、氯 乙 酸 甲 酯

（98.0%）、二氯乙烷、氯苯，分析纯；乙二醇单丁醚

（99.5%）、碳酸钠（99.0%），百灵威科技有限公司；氢

氧化钠（96.0%）、碳酸氢钠（99.0%），山东国邦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季铵盐类催化剂，江苏省农药研究

所股份有限公司制。
2.2 合成方法

2.2.1 三氯吡啶醇钠的合成

参考文献[4-5]中“一锅法”合成方法。在500 mL
四口瓶中依次投入三氯乙酰氯152.5 g（0.834 mol）、
丙烯腈68.3 g（1.282 mol）和氯化亚铜0.5 g（0.005
mol），缓慢升温至回流，反应15 h。GC跟踪反应情

况，三氯乙酰氯质量分数＜5.0%，反应即为合格。反

应液降至室温，在-0.095 MPa、60℃下减压脱溶除去

轻馏分，最后得加成物90.8 g。
在氮气保护下，向上述90.8 g加成物中依次加入

自制催化剂（季铵盐类）0.6 g、氯苯100.0 g，缓慢升温

至回流。回流反应6.0 h后取样，GC跟踪反应情况，加

成物质量分数≤2.0%，反应即为合格，得环合物。
向上述所得的环合物反应液（185.6 g）中室温滴

入10%氢氧化钠水溶液200 g。滴加过程中体系缓慢

放热，2.0～3.0 h滴完。自然升温至55～60℃，再加热

升温至回流。回流过程中注意pH值变化（注意保持

体系呈碱性），6.0 h反应完成。降温至0～5℃，抽滤，

滤饼烘干后得三氯吡啶 醇钠160.0 g，质量分 数

92.5%，收率81.5%（以三氯乙酰氯计）。
2.2.2 2-(3,5,6-三氯-2-吡啶氧基)乙酸甲酯的合成

参考文献[6]，向250 mL四口反应瓶内依次加入

氯乙酸甲酯96.5 g（0.87 mol）、四丁基溴化铵5.7 g
（0.018 mol）、碳酸钠4.0 g（0.038 mol）、碳酸氢钠3.0
g（0.036 mol），反应体系升温至70℃，向四口瓶中加

入质量分数为92.5%的三氯吡啶醇钠162.0 g（0.68
mol），加料完毕后保温反应3.0 h，HPLC跟踪至三氯

吡啶醇钠质量分数＜0.5%，结束反应。向反应液中

加入250 g水（70℃热水），搅拌10 min后抽滤，得

粗品196.7 g，质量分数90.1%，收率92.1%。
2.2.3 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的合成

依次向500 mL干燥四口反应瓶内加入2-(3,5,6-
三氯-2-吡啶氧基)乙酸甲酯80.87 g（0.29 mol）、乙二

醇单丁醚104.92 g（0.88 mol）、自制催化剂10.07 g
（0.03 mol），加料完毕后升温至回流，反应2.0 h后取

样，GC跟踪反应进度，2-(3,5,6-三氯-2-吡啶氧基)乙
酸甲酯质量分数＜0.5%即为合格。反应完毕后，在

50～55℃加入200 g水洗涤反应液，静置、分层，有机

相脱溶得目标物淡黄色液体103.34 g，质量分数

98.2%，收率97.1%。
1H NMR（300 Hz, CDCl3）δ：8.52 (s, 1H, CH), 4.96 (s, 2H,

CH2), 4.20 (t, 2H, CH2), 3.65 (t, 2H, CH2), 3.37 (t, 2H, CH2),

1.51-1.45 (m, 4H, CH2), 0.90 (t, 3H, CH3)。

3 结果与讨论

本文在查阅国内外文献基础上，选择以三氯吡

啶醇钠为关键中间体，先与氯乙酸甲酯缩合，再与

乙二醇单丁醚进行酯交换的合成方法。
三氯吡啶醇钠采用常压“一锅法”合成，后处理

也极为简单易行。工艺条件温和，工艺流程较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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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也大大降低。因此选择三氯吡啶醇钠做

为反应关键中间体合成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

切实可行。
文献[6]中以三氯吡啶醇钠为主要原料，经过醚

化、水解、酯化得到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酯。该反

应路线较长，反应总收率低，同时在水解、中和过程

中会产生大量高盐分酸水，环保压力大，三废处理费

用高，企业成本增加。而本文所涉及的反应路线更

简捷，反应总收率更高，更适合工业化生产。

4 结论

本文通过查阅文献对三氯吡氧乙酸丁氧基乙

酯3种合成路线进行比较，选择更适用于工业化生

产的合成路线。该路线反应步骤短，操作简便，三废

量少，反应收率高，原料综合成本低。在当前严峻的

环保形势下，该路线更适合工业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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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室内生测试验

采用浸虫法，对制备的20%氟啶虫酰胺SC进行

室内生测试验，以此验证20%氟啶虫酰胺SC速效

性。选取生长一致的苹果叶片，用打孔器做成叶碟。
在培养皿内放置一湿海绵块，其上放滤纸，滤纸上

放叶碟。供试昆虫为虫龄一致的蚜虫，共分为3组，每

组100只。悬浮剂稀释2 000倍，将蚜虫浸入药液10 s，
然后放入智能生化培养箱中观察蚜虫死亡率，将3
组死亡率进行平均，具体结果见表4。由表4可知，

20%氟啶虫酰胺SC速效性较好。

2.8 田间药效试验

通过田间药效试验来验证20%氟啶虫酰胺SC
的持效性。试验设在山东省莱西市青岛瀚生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生测试验田内，土质为砂壤土，肥

力中等，试验地地势平坦，栽培管理条件一致。
试验设清水空白处理和20%氟啶虫酰胺SC

2 000倍液处理，每个处理随机选择3个小区，每个小

区20 m2。采用手动喷雾器喷雾，于蚜虫初发期对苹

果植株全部叶片进行均匀喷施，每小区用药量为

0.6 kg。

施药当天调查药前虫口基数，施药后3, 7, 15,
21, 30 d分别调查虫口数。每小区随机取3株，记录调

查虫口数，并计算防治效果，具体结果见表5。

3 讨论和结论

本试验制得的20%氟啶虫酰胺悬浮剂产品，冷、
热贮稳定性、倾倒性合格，D50值在1～2 μm之间，D98

值＜5 μm，粒径分布较集中。该制剂对环境污染小，

生产安全，且节省了大量溶剂，大大降低了成本，符

合工业化生产的要求。另外，通过室内生测和田间

药效试验发现所制制剂对苹果蚜虫的速效性较好，

持效期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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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处理对蚜虫死亡率的影响

表 5 不同处理对蚜虫的防治效果

处理
死亡率/%

1 d 3 d 5 d 7 d 9 d 12 d 15 d
药液 61 84 100 100 100 100 100
清水 0 0 0 2 3 4 6

处理
防效/%

3 d 7 d 15 d 21 d 30 d
药液 80.5 95.8 91.4 90.4 88.3
清水 -1.9 -3.7 -8.5 -21.7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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