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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唑醚菌酯原药的主要杂质及合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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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吡唑醚菌酯原药中含有3个在生产过程产生的含量较高的杂质， 以吡唑醚菌酯原药为原

料，合成了这些杂质，NMR和MS表征了其结构，并通过对原药重结晶纯化制得标准品，为吡唑醚菌

酯原药合成工艺的控制和全组分分析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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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Impurities and the Synthetic Process in Pyraclostrobin 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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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were three impurities with relatively high contents in pyraclostrobin TC during the synthesis process.

The impurities were prepared from pyraclostrobin TC and their structures were characterized by NMR and MS. The

standard material of pyraclostrobin was also prepared through recrystallization. The study provided support for the

synthesis process of pyraclostrobin TC and full components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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吡唑醚菌酯（pyraclostrobin）又名唑菌胺酯，是

含有吡唑结构的新型甲氧基丙烯酸酯类杀菌剂。该

品种低毒、高效、广谱，对多种作物，包括麦类、葡

萄、果蔬上众多病害有效。
随着环境保护及农药原药质量标准的逐步提

高，对农药产品中杂质的研究日益深入。通过超高

压液相色谱-质谱（UPLC-MS）联用以及高能诱导裂

解（HCD）技术对吡唑醚菌酯原药进行测试分析，重

点研究质量分数大于0.1%（归一法）的3个杂质。通过

质谱特点，结合吡唑醚菌酯的生产工艺，推测其杂

质为脱甲氧基物（PCT-DMO）、氯乙基物（PCT-CE）
和溴代物（PCT-Br），杂质结构式如图1。

图 1 吡唑醚菌酯及其推测杂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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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推测的依据除了质谱中分子离子峰信息

外，还根据吡唑醚菌酯的生产工艺。在吡唑醚菌酯

的多种生产工艺中，图2所示方法最常用，以邻硝基

甲苯为原料，经还原、酰化、甲基化、溴化以及醚化

得到吡唑醚菌酯[1]。
如果还原产物中间体PCT-Z1发生过度还原，

生 成 的 邻 甲 基 苯 胺 参 与 后 续 反 应 ，将 最 终 导 致

PCT-DMO杂质的产生。

PCT-DM与1-溴-2-氯乙烷经取代反应可制备 PCT-CE（见图4）。

图 2 吡唑醚菌酯生产工艺流程

目前溴化工艺工业生产中常采用二氯乙烷代

替四氯化碳或氯仿做溶剂，酰化产物PCT-Z2未完

全甲基化，将最终导致PCT-CE杂质的产生。
溴化工艺中原料溴或者NBS等含溴化合物如果

残留并携带进入醚化工艺，将最终导致PCT-Br杂

质的产生。
以上杂质产生途径是根据工艺流程推测的最

可能方式。其实，生产者根据自身的工艺特点和生产

过程监控，才能得到最接近真实的杂质产生途径。
为了更好地监控吡唑醚菌酯生产过程，并对产

品进行全组分分析，需要得到杂质的纯品。如果能

通过简单的合成手段制备出这些推测结构的化合

物，并证实与原药中杂质结构一致，势必大大提高

工作效率，并可以进行杂质的批量合成。这些推测

的杂质结构与吡唑醚菌酯有相同的母体结构，所以

尝试采用吡唑醚菌酯为原料来制备。
吡唑醚菌酯首先选择性脱甲基制备其脱甲基

物PCT-DM。文献[2]报道了AlCl3-NaI-CH3CN反应

体系可以用于酚羟基的选择性脱甲基，将该方法用

于吡唑醚菌酯结构中O-甲基羟胺基团的脱甲基反

应，获得了较好的结果。PCT-DM再经过还原反应

可制备PCT-DMO，羟胺还原反应采用活泼金属或

硫化物作为还原剂，锌粉或铁粉是常用的还原试剂。
合成工艺见图3。

图 3 杂质 PCT-DMO 的合成工艺流程

18



2017 年 12 月

溴代物PCT-Br采用吡唑醚菌酯经溴代反应合

成，在不考虑取代基团对电子云密度影响的前提

下，吡唑化合物的亲电取代活性介于吡啶化合物和

吡咯化合物之间，其活性强于前者而弱于后者。吡

唑化合物的取代反应较复杂，随着结构中原有取代

基的不同以及反应试剂和反应条件的不同，取代产

物也不同。对于卤代反应，吡唑环上的4位一般优

先发生亲电取代反应[3-4]。在吡唑醚菌酯的结构中，

由于吡唑环3位被给电子基（苄氧基团）取代，使得4

位的亲电取代反应活性进一步增强，溴代反应更

容易发生，因此尝试按图5所示工艺流程来合成

PCT-Br，该反应也是PCT-Br杂质在原药中产生的

推测原因。
为了进行吡唑醚菌酯原药的全组分分析，还需

要得到其标准品，目前国外销售有证标准品的质量

分数为99.0%，国内尚无企业或单位销售该农药合格

标准品。为了弥补该品种标准品的国内市场空白，我们

进行了吡唑醚菌酯标准品的制备和纯度测定研究。

图 4 杂质 PCT-CE 的合成工艺流程

图 5 杂质 PCT-Br 的合成工艺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及原料
1H NMR测试采用Bruker Avance 400型超导核

磁仪（CDCl3为溶剂）；LC-MS测试采用Dionex Ultra
3000型超高压液相色谱仪和Q-ExactiveTM 组合型四

极杆-高分辨轨道阱质谱仪。吡唑醚菌酯原药为工

业品，质量分数98%；其他试剂及药品均为市售分析

纯或化学纯。
1.2 吡唑醚菌酯脱甲基物PCT-DM的制备

氮气保护下，在1 000 mL四口烧瓶中依次加入

25 g（63.2 mmol）吡唑醚菌酯、300 mL无水乙腈和43
g（322 mmol）三氯化铝，搅拌并冷却至-10～-5℃，

分3次加入48.3 g（322 mmol）碘化钠，-5～0℃保温

反应2 h。将反应液倾入冰水中，搅拌15 min，加乙酸乙

酯萃取分液，有机相经水洗，硫代硫酸钠水溶液

洗涤，饱和氯化钠水溶液洗涤，经无水硫酸镁干燥，

旋蒸得粗品，硅胶柱层析纯化得17.3 g PCT-DM，质

量分数99%，收率72%。本品为白色固体。
UPLC-MS（m/z, ESI＋）：374.089 0（M+H）＋；374.090 2（理

论值）。
1H NMR（CDCl3）δ：3.80 (s, 3H), 5.39 (s, 2H), 5.92 (d, 1H),

7.38-7.43 (m, 5H), 7.46-7.49 (m, 2H), 7.60 (m, 1H), 7.64 (d,

1H), 8.49 (br, 1H)。

1.3 吡 唑 醚 菌 酯 脱 甲 氧 基 物PCT-DMO的

制备
在1 000 mL四口烧瓶 中 依 次 加 入4.0 g（10.6

mmol）PCT-DM、500 mL乙醇和6 g（91.7 mmol）锌

粉，室温搅拌，混合均匀，缓慢滴入10%氯化铵水溶

液100 mL（187 mmol），滴毕继续常温搅拌反应2 h，

薄层色谱监控PCT-DM反应完全。减压浓缩除去乙

醇，再加入乙酸乙酯和水，搅拌，过滤，分液。有机相

用饱和氯化钠水溶液洗涤，无水硫酸镁干燥，旋蒸

得3.4 g PCT-DMO，质量分数98%，收率89%。本品

为白色固体。
UPLC-MS（m/z, ESI＋）：358.0941（M+H）＋；358.095 3（理

论 值）。
1H NMR（CDCl3）δ：3.76 (s, 3H), 5.32 (s, 2H), 5.90 (d, 1H),

7.12 (m, 1H), 7.36-7.43 (m, 4H), 7.54-7.57 (m, 2H), 7.67 (d,

1H), 7.85 (m, 1H), 8.39 (br, 1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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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吡唑醚菌酯氯乙基物PCT-CE的制备

氮气保护下，在250 mL四口烧瓶中依次加入5.0
g（13.3 mmol）PCT-DM、70 mL 1-溴-2-氯乙烷、2 mL
DMF和1.5 g（26.8 mmol）KOH，常温搅拌反应4 h，薄

层色谱监控PCT-DM反应完全。加入二氯乙烷和

水，分液，有机相水洗，无水硫酸镁干燥，旋蒸得粗

品，硅胶柱层析纯化得3.7 g PCT-CE，质量分数

99%，收率64%。本品为白色固体。
UPLC-MS（m/z, ESI＋）：436.0812（M+H）＋；436.082 5（理

论值）。
1H NMR（CDCl3）δ：3.67 (t, 2H), 3.80 (s, 3H), 4.18 (t, 2H),

5.34 (s, 2H), 5.93 (d, 1H), 7.36-7.41 (m, 5H), 7.52-7.54 (m, 2H),

7.62-7.65 (m, 1H), 7.70 (d, 1H)。

1.5 吡唑醚菌酯溴代物PCT-Br的制备

氮气保护下，在100 mL四口烧瓶中加入6.0 g
（15.2 mmol）吡唑醚菌酯、20 mL冰醋酸，室温搅拌溶

解，滴加3 mL含液溴2.5 g（31.3 mmol）的乙酸溶液，

常温搅拌反应4 h，薄层色谱监控原料吡唑醚菌酯基

本反应完全。加入少量水，过滤，滤饼用乙酸乙酯溶

解，亚硫酸钠水溶液洗涤，饱和氯化钠水溶液洗涤，

无水硫酸镁干燥，旋蒸得5.4 g PCT-Br，质量分数

98%，收率76%。本品为白色固体。
UPLC-MS（m/z, ESI＋）：466.015 2（M+H）＋；466.016 4（理

论 值）。
1H NMR（CDCl3）δ：3.77 (s, 3H), 3.80 (s, 3H), 5.41 (s, 2H),

7.37-7.41 (m, 5H), 7.47-7.49 (m, 2H), 7.68 (m, 1H), 7.76 (s,
1H)。

1.6 吡唑醚菌酯标准品的制备

在配有机械搅拌器、温度计、回流冷凝装置的

反应釜中，加入400 g吡唑醚菌酯原药和1 200 mL无

水乙醇，加热溶解，趁热过滤除去不溶物。滤液再重

新加热溶解并加入600 mL去离子水，保持溶液始终

处于澄清状态，搅拌缓慢降温至室温，再用冰水浴

降温，析出油状物，停止搅拌，分出下层油状物。向

油状物中加入800 mL无水乙醇，加热搅拌使澄清，

缓慢降温至10℃，加入少量吡唑醚菌酯晶种，保温

搅拌析晶，过滤，得滤饼360 g（湿重）。
该滤饼再用无水乙醇重结晶2次，过滤，烘干

后得吡唑醚菌酯标准品155 g，外标法测其质量分

数99.9%（以质量分数99.0%的国外有证标准品为

对照）。
1H NMR（CDCl3）δ：3.76 (s, 3H), 3.79 (s, 3H), 5.35 (s, 2H),

5.92 (d, 1H), 7.34-7.40 (m, 5H), 7.50-7.54 (m, 2H), 7.66 (m,
1H), 7.69 (d, 1H)。

2 合成杂质与原药中杂质的对比与确认

从核磁氢谱测试结果可见，合成的杂质与其目

标结构式完全吻合。通过对比PCT-Br和吡唑醚菌

酯原药核磁图谱，可看出吡唑环4位发生了取代反

应，从而确证了PCT-Br的结构。
将合成的3个杂质进行液质分析，并将其保留

时间、质谱信息与吡唑醚菌酯原药中的杂质进行对

比，结果如表1所示。结果表明：合成的杂质与原药

中杂质的保留时间、质谱谱图一致。由于合成样品

的进样浓度远远高于原药中的杂质，因此，液相色

谱峰保留时间向后偏移，但数据偏差在实验误差范

围内。合成杂质的全波长光谱扫描曲线与原药中相

对应的杂质也完全一致。

3 结果与讨论

由于原药中杂质的需要量并不大，本文研究重

点是以简单易得的原料，通过尽量简便的工艺和提

纯方法得到杂质纯品，未对收率做过多研究。
3.1 杂质制备结果讨论

脱甲基物PCT-DM的制备工艺若采用AlCl3/吡
啶反应体系，则反应不能发生。采用AlCl3/NaI/CH3CN
反应体系，反应可顺利发生，但反应温度不宜过高，

反应时间也不宜过长，并通过TLC监控，及时停止

反应，原料吡唑醚菌酯部分剩余。若温度过高，或反

应时间过长，副产物对氯苯基吡唑醇将大大增

加，收率降低，且不利于纯化。
副产物对氯苯基吡唑醇是由吡唑醚菌酯结构

不稳定造成。在碱性条件或强酸性条件下，吡唑醚

菌酯水解产物并不是酯水解后的羧酸，而是对氯苯

基吡唑醇，而另外的苯基-(N-甲氧基)氨基酸甲酯片

段被降解成多种小分子化合物。
脱甲氧基物PCT-DMO制备工艺中，若采用

Zn/HCl还原体系于室温反应，则无法得到该杂质。
主要是由于反应体系酸性太强，生成副产物对氯苯

基吡唑醇等。而在还原体系Zn/NH4Cl/EtOH/H2O中

表 1 合成杂质与原药中杂质的液质数据对比

样品 保留时间/min 分子质量（质谱）

原药杂质A 10.65 358.094 6
PCT-DMO合成样品 10.67 358.094 1
原药杂质B 12.80 436.082 0
PCT-CE合成样品 12.88 436.081 2
原药杂质C 14.26 466.015 9
PCT-Br合成样品 14.31 466.01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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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应，则目标物纯度高，副产物少。
氯乙基物PCT-CE的制备工艺中，若以1-溴-2-

氯乙烷/三乙胺为反应体系，即使加热反应也无法进

行。而在1-溴-2-氯乙烷/KOH/DMF体系中，室温反应

即可获得很好的收率，少量DMF的加入主要是为了

提高KOH在体系中的溶解性。
吡唑醚菌酯中吡唑环4位易发生亲电取代反

应，在Br2/HOAc反应体系中室温条件下即可发生溴

代反应，产物单一，无其他副产物产生，且后处理简

单，可直接得到高纯度的PCT-Br产品。
我们还采用NBS/二氯乙烷反应体系对吡唑醚

菌酯进行溴代，同样在室温下反应就可以得到高纯

度的PCT-Br，不需要升温或加入任何引发剂。吡唑

醚菌酯的吡唑环易于发生溴代反应，这也是PCT-Br
杂质在原药中容易形成的重要原因。
3.2 吡唑醚菌酯标准品制备结果讨论

吡唑醚菌酯原药若采用乙酸乙酯-正己烷混合

溶剂重结晶，则很难得到高纯度的样品；但采用单

一溶剂无水乙醇重结晶，可以得到质量分数较高的

吡唑醚菌酯。由于吡唑醚菌酯的熔点较低，为促进

析出和控制析晶速度，必要时需要在适当温度下加

入少量的晶种。
本方法可得到质量分数在99.5%以上的吡唑醚

菌酯标准品，高于国外有证标准品的质量分数，且

提纯工艺简便，成本低廉，能够大批量制备吡唑醚

菌酯标准品，产品质量也得到了国内多家权威检验

检测机构联合验证。
3.3 原药杂质研究工作为生产优化提供了

依据

本研究不仅制备了全组分分析所需要的杂质

标样和吡唑醚菌酯标准品，而且还发现了吡唑醚菌

酯结构的一些稳定性规律。该结构在酸、碱条件下

容易遭到破坏，结构中的吡唑环很容易发生取代反

应，这些性质会导致工业生产中某些杂质的生成，

从而影响原药产品的纯度。
不同生产企业原药制备工艺、操作条件均不

同，最终原药中的杂质种类和含量也各不相同。有

些企业的原药中并不含本文所述的这几种杂质，或

含量较低，但含有其他结构的杂质，这些杂质的产

生基本上都能从原材料和生产工艺角度进行解释。
因此，分析原药中的杂质结构和来源还可以为生产

工艺的优化提供依据。

采用本文所述路线合成吡唑醚菌酯，通过控制

还原反应条件，减少过度还原生成邻甲基苯胺的

量，就可以控制PCT-DMO杂质的产生；通过控制溴

化工艺中反应条件或不使用二氯乙烷为溶剂，将可

以减少或避免PCT-CE杂质的产生；溴化工艺后通

过后处理减少溴或者NBS进入醚化工艺，将会减少

PCT-Br杂质的产生。
当然，工艺的调整可以减少某些杂质的生成，

但往往也会增加其他杂质引入的可能。杂质不可避

免，但可以通过工艺调整，改变原药中杂质的种类

和含量，对于那些环境危害大、难降解的杂质，就可

以通过工艺调整去除。

4 结论

为了进行吡唑醚菌酯原药的全组分分析，需要

得到原药中质量分数大于0.1%的杂质标样以及标

准品。本文所涉及的吡唑醚菌酯原药中含有脱甲氧

基物、氯乙基物及溴代物等杂质，本研究从生产工

艺角度分析了这些杂质最可能的分子结构和产生

途径。以吡唑醚菌酯原药为原料，采用简易的方法

制备了这些杂质化合物，并通过液相色谱-质谱、核
磁确证了其结构。通过对原药的多次重结晶，得到

了质量分数在99.5%以上的吡唑醚菌酯标准品。
对吡唑醚菌酯原药杂质的研究工作不仅保证

了全组分分析工作的顺利进行，还通过对杂质形成

机制的研究，为该品种生产工艺的控制和优化提供

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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