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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研究氟雷拉纳适合于工业化生产的合成方法，以 2- 氟甲苯为起始原料，经乙酰氯酰化，氰

化钠氰基取代和硫酸水解得到 4- 乙酰基 -2- 甲基苯甲酸，然后在三乙胺的作用下，与 3',5'- 二氯 -2,2,2三氟苯乙酮经缩合，脱水，环化得到中间体 4-(5-(3,5- 二氯苯基 )5- 三氟甲基 -4,5- 二氢异

唑 -3- 基 )-2-

甲基苯甲酸；以甘氨酸为原料，在碱 NaOH 作用下，与二碳酸二叔丁酯反应生成 2-( 叔丁氧基羰基氨
基)乙酸，然后在 N,N- 羰基二咪唑和 4- 二甲胺吡啶的催化下，与三氟乙胺反应，随后通入干燥盐酸气
体，得到中间体 2- 氨基 -N-(2,2,2- 三氟乙基 ) 乙酰胺盐酸盐；最后两中间体经酰胺化反应合成目标产
物氟雷拉纳，产率达 86.7% 。 该合成工艺原料易得，价格便宜，目标产物的产率高，适用于氟雷拉钠
工业化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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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ynthesis Process of Flurala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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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ynthetic method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fluralaner was studied. 4-acetyl-2-methylbenzoic acid was prepared
by using 2-fluorotoluene as the starting material through these reations of acetylation, cyano substitution and hydrolysis,
then under the action of triethylamine ， 4-acetyl-2-methylbenzoic acid condensed with 3',5'-dichloro-2,2,2-trifluoroacetophenone, following being dehydrated, and cyclized to give the intermediate 4-(5-(3,5-dichlorophenyl)-5-trifluoromethyl4,5- dihydroisoxazol-3-yl)-2-methylbenzoic acid. In the present of NaOH, glycine reacted with di-tert-butyl dicarbonate to
give the 2-(tert-butoxycarbonylamino)acetic acid, then under the catalysis of N,N-carbonyldiimidazole and 4-dimethylaminopyridine, 2-(tert-butoxycarbonylamino)acetic acid， reacted with trifluoroethylamine and hydrogen chloride to give the
2-amino-N-(2,2,2-trifluoroethyl)acetamide hydrochloride. Finally, fluralaner was prepared by the reaction of 4-(5-(3,5-dichlorophenyl)-5-trifluoromethyl-4,5-dihydroisoxazol-3-yl)-2-methylbenzoic acid with 2-amino-N-(2,2,2-trifluoroethyl)acetamide
hydrochloride . The content of products was 86.7% . The process technology was suitable for industrial fluralaner with
readily available, inexpensive material and high content of products.

Key words: fluralaner; insecticide; synthesis; intermediate
异 唑啉类杀虫剂类化合物具有杀虫谱广、作
用位点独特、无交叉抗性等特点受到业内广泛的关
注。目前已有包括阿福拉纳（Afoxolaner）、沙罗拉纳
（Sarolaner）、洛 替 拉 纳（Lotilaner）、异 唑 虫 酰 胺
（Isocycloseram）、氟 唑酰胺（Fluxametamide）和氟

雷拉纳（Fluralaner）等多个品种商品化。其中，氟雷
拉纳是由日本日产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研发的异
唑啉类杀虫剂，对鳞翅目、双翅目、半翅目、蜱螨目
等害虫具有良好的杀虫效果 [1]。氟雷拉纳CAS登录
号：864731-61-3，CAS名称：4-[5-(3,5-二氯苯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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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氢 -5- ( 三 氟 甲 基 )-3- 异 唑 基 ]-2- 甲 基 -N- [2- 氧
代-2-[(2,2,2-三氟乙基)氨基]乙基]苯甲酰胺。其化学
结构式如图1。

图1

氟雷拉纳结构式

氟雷拉纳的合成主要由中间体4-(5-(3,5-二氯苯
基)-5-三氟甲基-4,5-二氢异 唑-3-基)-2-甲基苯甲
酸（中间体Ⅰ）和2-氨基-N-(2,2,2-三氟乙基)乙酰胺

（中间体Ⅱ）反应得到[2-3]，其合成路线见图2。
其中，中间体Ⅰ主要有以下2种合成路线：
路线一：以4-溴-3-甲基苯甲酸为原料，酯化后，
经四氢铝锂还原得到4-溴-3-甲基苯甲醇，然后经二
氧化锰氧化，盐酸羟胺成肟得4-溴-3-甲基苯甲醛
肟；经次氯酸氯化得到4-溴-α-氯-3-甲基苯甲醛肟，
然后与1,3-二氯-5-[1-(三氟甲基)乙烯基]苯成环得到
3-(4-溴-3-甲基苯基)-5-(3,5-二氯苯基)-4,5-二氢-5三氟甲基异 唑；在醋酸钯的催化下，继续与一氧化
碳反应得到目的产物中间体Ⅰ[4-5]（图3），该路线原料
1,3-二氯-5-[1-(三氟甲基)乙烯基]苯不易得，且用到
昂贵试剂四氢铝锂和醋酸钯，难于工业化。

中间体Ⅰ

中间体Ⅱ

图2

氟雷拉纳的合成路线

图3

中间体 Ⅰ 合成路线一

中间体Ⅰ

路线二：以2-氟甲苯为起始原料，经乙酰化，氰
基取代，水解得到4-乙酰基-2-甲基苯甲酸，然后在
三乙胺的作用下，与3',5'-二氯-2,2,2-三氟苯乙酮经
缩合，脱水，环化得到中间体Ⅰ[6]。该路线原料易得，
价格便宜适用于工业化。其合成路线如图4。
中间体Ⅱ也有2条合成路线：
路线一：三氟乙胺在碳酸钾的作用下与2-氯乙
酰氯反应得到2-氯-N-(2,2,2-三氟乙基)乙酰胺，然后

在甲醇钠的作用下与邻苯二甲酰亚胺反应，最后与
水合肼胺解得到目标产物中间体Ⅱ[7]（图5）。该路线
产生大量废固体1,4-酞嗪二酮，不易处理。
路线二：以甘氨酸为原料，在NaOH作用下，与
二碳酸二叔丁酯反应生成2-(叔丁氧基羰基氨基)乙
酸，然后在N,N-羰基二咪唑和4-二甲胺吡啶的催化
下，与三氟乙胺反应，然后充入氯化氢，得到中间体
Ⅱ[8-9]。反应式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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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体Ⅰ

图4

中间体 Ⅰ 合成路线二

中间体 Ⅱ

图5

中间体 Ⅱ 合成路线一

中间体 Ⅱ

图6

中间体 Ⅱ 合成路线二

综上所述，我们采用2-氟甲苯为起始原料合成
中间体Ⅰ；以甘氨酸为原料，制得中间体Ⅱ盐酸盐，
最终2中间体经酰胺化合成目标产物氟雷拉纳。

1
1.1

试验部分
试剂和仪器

2-氟-甲苯（纯度≥99.0%），上海麦克林生化科
技有限公司；
3',5'-二氯-2,2,2-三氟苯乙酮，上海升得
科技有限公司；甘氨酸（纯度≥99.0%），上海笛柏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二碳酸二叔丁酯（纯度99.0%），毕
得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羟胺50%水溶液，上海罗恩试
剂有限公司；
三氟乙胺（纯度98%），上海恩氟佳科技

有限公司；四丁基溴化铵（纯度98%）、叠氮磷酸二甲
苯（纯度98%）、二氯甲烷（分析纯）、乙酸乙酯（分析
纯），
武汉格奥化学技术有限公司；三乙胺、N,N-二甲
酰胺、浓硫酸、三氯化铝，均为分析纯，国药基团化
学试剂有限公司。
Bruker DPX-400 型 超 导 核 磁 共 振 仪 ，瑞 士
Bruker公司；熔点用RY-1数字熔点仪,天津市天分分
析仪器厂。

1.2
1.2.1

合成步骤

1-(4-氟-3-甲基-苯基)-乙酮（化合物1）的合成
在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500 mL反应瓶中，加
入200 mL二氯甲 烷，78.1 g（0.71 mol）2-氟甲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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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 g（1.06 mol）无水三氯化铝，冷却至5～10℃，

入37.5 g（0.5 mol）甘氨酸和30 g（0.75 mol）氢氧化

滴加60.9 g（0.78 mol）乙酰氯，
滴完后继续反应3～5 h。

钠，搅拌溶解后在5～10℃下滴加120 g（0.55 mol）二

将反应液倒入800 g冰和100 mL水中，分层，水相用

碳酸二叔丁酯，滴加完毕，升至室温，继续搅拌10 h。

400 mL二氯甲烷萃取，合并有机相，然后用400 mL

减压蒸出溶剂二氧六环，加入400 mL水和适量冰

水洗涤2次，浓 缩得107.7 g液体，减 压蒸馏，收集

块，用HCl调pH值至1～2，用200 mL乙酸乙酯萃取2

98～100℃馏分94 g，收率为87%。

次，水相用500 mL乙酸乙酯萃取，合并有机相，有机

1.2.2

相用50 mL水洗2次至中性，无水硫酸钠干燥浓缩，

1-(4-氰基-3-甲基-苯基)-乙酮（化合物2）的

合成

得70 g白色固体化合物5，
收率为80%。
在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500 mL反应瓶中，加

入45.6 g（0.3 mol）化合物1，150 mL N,N-二甲酰胺和

1.2.7

2-氨基-N-(2,2,2-三氟乙基)乙酰胺盐酸盐（中

间体Ⅱ盐酸盐）的合成

18.4 g（0.375 mol）氰化钠，升温至120℃，反应10 h。

在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500 mL反应瓶中,加

加入200 mL水和100 mL二氯甲烷，搅拌分层，水层

入17.5 g（0.1 mol）2-(叔丁氧基羰基氨基)乙酸和100

用二氯甲烷萃取，合并有机层，用水洗，浓缩得47 g

mL乙酸乙酯，然后加入16.2 g（0.1 mol）N,N-羰基二

黄色固体化合物2，
收率为98%。

咪唑，冷却至0～5℃，滴加10.4 g（0.105 mol）三氟乙

1.2.3

胺，滴加完毕，升至室温，继续搅拌6 h。加入100 mL

4-乙酰-2-甲基-苯甲酸（化合物3）的合成
将31.8 g（0.2 mol）化合物2溶于150 mL冰乙酸

乙酸乙酯，缓慢加入10～20 mL盐酸，有分层，有机

和20 mL水中，缓慢加入80 mL浓硫酸，加热至100～

层水洗至中性，充入干燥氯化氢气体，过滤得白色

105℃，
回流反应5 h。冷却至室温后，
用10%氢氧化钠

固体18 g，收率为71%。

溶液调pH至1～2，用乙酸乙酯萃取，然后水洗至中

1.2.8

浓缩得淡黄色固体化合物3 28.19g，
收率为79%。
性，
1.2.4

4-(3-(3,5-二氯苯基)-4,4,4-三氟-3-羟基丁酰

基)-2-甲基苯甲酸三乙胺盐（化合物4）的合成

氟雷拉纳的合成
称取6.27 g（0.015 mol）中间体Ⅰ于100 mL圆底

烧瓶，加入100 mL二氯甲烷溶解，加入4.12 g（0.015
mol）叠氮磷酸二苯酯（DPPA），冰浴控温在5℃，冰

将17.8 g（0.1 mol）化合物3、26.7 g（0.11 mol）1-

浴下缓慢滴加3.3 g（0.03 mol）三乙胺，该温度下反

(3,5-二氯苯基)三氟乙酮、150 mL醋酸乙酯和11.1 g

应 1 h 。将 反 应 液 移 至 室 温 反 应 ，分 批 加 入 2 . 8 g

（0.1 mol）三乙胺加入250 mL的反应瓶中，于50℃下

（0.015 mol）中间体Ⅱ盐酸盐，继续反应12 h。TLC检

搅拌20 h。冷却至25℃，
加入150 mL乙酸乙酯，
用HCl

测反应完全后，加入蒸馏水继续搅拌，用30 mL乙酸

调pH值至1～2，分出有机层，水层用60 mL乙酸乙酯

乙酯萃取3次，合并有机相，分别用20 mL蒸馏水洗

萃取2次，合并有机相，用60 mL水洗2次，浓缩得稠

涤3次、20 mL饱和食盐水洗涤2次，有机相用无水

状固体47.5 g，加入环己烷结晶，过滤干燥得黄色固

硫酸钠干燥，过滤，浓缩滤液，得7.2 g白色固体氟

体化合物4 30 g，
收率为71%。熔点：116～119℃。

雷拉纳，收率为86.7%。1H NMR（CDCl3，300 MHz），

1.2.5

δ：7.4-7.55（m，6H）、6.69-6.85（m，2H）、4.20（d，
J=5.7

中间体Ⅰ的合成
将10.14 g（0.091 mol）化合物4、
0.35 g（0.003 mol）

4,4-二甲氨基吡啶、60 mL甲苯加入250 mL的反应瓶
中，于50℃下滴加5.0 g（0.049 mol）乙酸酐搅拌10 h。
冷却，加入50 mL甲苯，用HCl调pH值至1～2，分出

Hz，2H）、4.08（d，J=17.1 Hz，1H）、3.96（m，2H）、3.71
（d，
J=17.1 Hz，1H）、2.47（s，3H）。

2

结

论

本研究以2-氟甲苯为起始原料，经乙酰氯酰化，

有机层，水层用50 mL甲苯萃取，合并有机相，用60
mL水洗2次，
浓缩得稠状固体8.1 g，加入正己烷搅拌

氰化钠氰基取代和硫酸水解得到4-乙酰基-2-甲基

均匀，结晶，过滤干燥得黄色固体中间体Ⅰ 5.4 g，收

苯甲酸，然后与3',5'-二氯-2,2,2-三氟苯乙酮经缩合，

率为70.7%。

脱水，环化得到中间体Ⅰ；以甘氨酸为原料，在碱

1.2.6

NaOH作用下，与二碳酸二叔丁酯反应生成2-(叔丁

2-(叔丁氧基羰基氨基)乙 酸（化合物5）的

氧基羰基氨基)乙酸，然后在N,N-羰基二咪唑和4-二

合成
在装有搅拌器和温度计的500 mL反应瓶中,加
入200 mL水和200 mL二氧六环，冷却至5～10℃，加

甲胺吡啶的催化下，与三氟乙胺反应，随后充入氯
（下转第 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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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文也通过液质联用方法对春雷霉素衍生物进
行了结构分析，阐明了春雷霉素柱前衍生化反应原
理，并通过春雷霉素衍生化前后紫外全波长扫描图
的对比，进一步证明了方法的科学性。本方法具有
较高的精密度与准确度，可快速分离及测定春雷霉
素有效成分的含量，线性相关性好，可为春雷霉素
产品的分析提供新的思路，适用于各企业及相关检
测机构对春雷霉素产品质量的监督与把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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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环境保护署(EPA)为抗菌产品推出一个新型的环境设计 (DfE)标志

!!!!!!!!!!!!!!!!!"

!!!!!!!!!!!!!!!!!!!!!!!!!!!!!!!!!!!!!!!!!!!!!"

6月11日，
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推出一个新型现代的环境设计（DfE）标志，
该标志将在明年应用在消毒剂和杀菌剂等抗

菌产品上。EPA的DfE标志可帮助消费者和商业购买者识别符合《联邦杀虫剂、
杀菌剂和灭鼠剂法案》
（FIFRA）要求在农药登
产品中的每种成分都必须符合一套严格的化
记时的健康和安全标准以及其他严格标准的抗菌产品。要获得DfE标志的资格，
学和毒理学标准。在过去的几年中，
消费者、
学校和其他组织的参与度激增，
他们想更多地了解其使用的产品如何影响他们的
健康和环境。发布的更新标志让购买者更容易找到获得DfE认证的产品，
这反过来将激励更多公司通过该认证。

DfE产品符合以下要求：
评估人类健康和环境影响、产品性能、包装和成分。通过排除可能对幼儿产生负面影响、
导致癌
症或具有其他负面影响的成分，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人类健康产生的任何可能风险；
进一步保护鱼类和其他水生生物；尽量减

少对空气或水道的污染，
防止有害化学物质污染土壤；
确保产品没有合规性、
执行性或功效问题。DfE产品类似于
“EPA注册”
农药，
因为其符合注册标准，
DfE标志表明该产品已经过审查并符合FIFRA注册标准以及DfE认证的标准。

（金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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