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波辅助无催化剂绿色高效合成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衍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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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道了一种微波辅助一锅绿色高效构筑复杂多环化合物—2,8-二氧双环 [3.3.1]壬烷衍生物的方

法. 以 2-羟基查尔酮和 2-羟基-1, 4-萘醌为原料, 在无催化剂微波辐射促进下，经迈克尔加成/脱水/分子内环化

的串联过程, 以 72%～89%高产率构筑了 14个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 (其中 7个新化合物), 均经
1H NMR、13C NMR、HRMS及 IR表征鉴定 . 该过程在 40 min内即可完成 , 一锅中形成 2个 C―C键和 2个

C―O键, 成键效率高, 且操作简洁, 后处理简单、无需柱层析分离产物, 只生成唯一的副产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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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二氧双环 [3.3.1]壬烷是一种 V型刚性结

构的含氧杂环分子，是天然含氧杂环化合物的常见

骨架结构，如 Biflavonoid，Dracoflavan D，Dracoflavan
C1，Dracoflavan C2等 (图 1). 该类化合物生物活性

多样，具有抗菌、抗炎、抗病毒和抗癌等活性 [1-2]，

可以作为多种药物的先导化合物 [3-5]. 目前对 2,8-
二氧杂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分离鉴定、合成、生物活性筛选和天然产物开发

等[6-7]，有关其骨架的合成方法近年来受到了有机

及 药 物 合 成 化 学 家 的 持 续 关 注 [8-10].  2013年 ，

Ganguly[11] 等利用碘催化 (x=10 %)，在乙醇水溶液回

流条件下，实现了 2-羟基查尔酮与双甲酮的有效偶

联. 2013年，Yin[12] 课题组利用酸催化发展了一种

简便有效的二芳香环稠合 2,8-二氧杂双环 [3.3.1]
壬烷衍生物的合成方法. 2019年，苏州大学 Yang[13]

课题组利用阳离子铝化合物 [AlCl(CH3CN)5]2+

[(AlCl4)2]2–∙CH3CN催化 2-羟基查尔酮和萘酚的傅

克烷基化/缩酮化反应生成二芳基稠合 2,8-二氧杂

双环 [3.3.1]壬烷，为合成 2,8-二氧杂双环 [3.3.1]壬
烷化合物提供了一种实用的新方法. 然而，现有的

合成方法存在反应时间长、使用环境不友好的溶

剂和催化剂、后处理复杂等问题[14-16]. 因此，需要

开发串联成键效率高、反应简单且副产物少的绿

色合成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方法.
微波作为一种高能电磁波，具有较高的加热效

率和促进反应作用 [17]，因此微波辐射技术被认为

是直接、快速和有效的有机合成方法之一[18]. 微波

辐射反应在可持续和高效的化学转化方面也有应

用[19]，它克服了传统反应时间长、产率低和副产物

易生成等缺陷，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为有机合

成技术提供有益补充[20-22]. 本课题组关注微波应用

于杂环化合物的构建，运用微波辐射实现了廉价原

料多组分多米诺反应高效合成 2-吡啶酮衍生物[23]

和功能化吡咯衍生物[24]. 基于前期工作基础，我们

探索开发微波辅助下高效绿色构筑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的新方法.
在构筑含氧化合物报道中，查尔酮是一类常用

的有机合成中间体 [25]. 查尔酮分子有多个活性位

点，羟基的引入为多步连续构环反应提供可能，同

时微波对于底物极性端有活化作用. 因此，2-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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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尔酮能与具有亲核性的底物通过连续的迈克尔

加成 /分子内环化的反应历程合成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26]. 我们采用微波辐射在无催

化剂条件下以 2-羟基查尔酮与 2-羟基-1,4-萘醌发

生亲核加成反应，探索并实现了与醌类化合物融合

的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的有效合成. 该方法使

用微波辐射大大缩短反应时间，利用环境友好的溶

剂乙醇，一锅中形成多键，后处理简单，无需柱层析

分离产物，产率高，且只有水作为唯一的副产物.
我们选择以苯乙酮衍生物及水杨醛衍生物为

原料经 Claisen-Schmidt反应合成了 14个 2-羟基查

尔酮类衍生物 (3a～3n)，再经微波辅助高效、高选

择性地合成一系列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化合

物 (5a～5n). 合成路线如图 2所示. 

1    实验部分
 

1.1    仪器与试剂　FA1004 电子分析天平 (上海天

平仪器厂)；X-5 LED显微熔点测定仪控温型 (北京

泰克仪器有限公司)；NICOLET iS10傅里叶红外光

谱 仪  (美 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 司 )； LTQ
Orbitrap  XL高分辨质谱仪  (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公司 )；BRUKER AV Ⅲ-400核磁共振仪

(美国 BRUKER公司)；微波合成仪 (CEM Discover
SP-Microwave Synthesizer)；天平；注射器.

GF-254高效板薄层色谱硅胶板 (青岛海洋化

工厂)；水杨醛衍生物、苯乙酮衍生物、2-羟基-1,4-
萘醌、氢氧化钾、盐酸、乙醇、氘代氯仿 (探索平台、

阿拉丁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用试剂均为分

析纯或化学纯. 

1.2    合成方法　 

1.2.1    2-羟基查尔酮类化合物 3 的合成　在干燥

的密封反应管中加入苯乙酮衍生物  (1，5 mmol)、
水杨醛衍生物 (2，5 mmol)，3 mL乙醇作为溶剂，再

加入 0.5 g 氢氧化钾，132 ℃ 反应 3 min，待冷却至

室温，倒入 50 mL冰水中，加入 HCl调节 pH至 1.0~
2.0时析出黄色固体，水洗抽滤，乙醇重结晶，干燥

 
图 1    天然产物中存在的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结构

Fig. 1    Structure of 2,8-dioxane [3.3.1] nonane in natural products

 
图 2    目标化合物合成路线

Fig. 2    Synthetic route of target comp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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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反应原料 2-羟基查尔酮类化合物 3. 

1.2.2    2,8-二氧双环 [3.3.1] 壬烷类化合物 5a～5n
的合成　以 2-羟基查尔酮 3和 2-羟基-1,4-萘醌 4
为底物，通过改变反应溶剂、温度、催化剂等条件

对反应进行了筛选，优化后反应过程如下:
将 2-羟基查尔酮 (3，1 mmol)和 2-羟基-1,4-萘

醌  (4，1 mmol)置于 10 mL微波反应试管内，加入

1.5 mL乙醇使其完全溶解，随后放入微波反应器中，

120 ℃ 反应 40 min. 反应完成后，加入适量乙醇，静

置沉淀，待沉淀完全析出后，用 10 mL乙醇洗涤抽

滤 3次，再用 10 mL水洗涤抽滤 3次，真空干燥，制

得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 5  (化合物

5a～5n核磁谱图见支撑文件).
6-苯基 -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3-

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a). 黄色粉末；收

率 89%； 熔 点 185～ 186 ℃ ；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 8.11～  8.08 (m，2H)，7.77～7.75 (m，2H)，
7.73～7.66 (m，2H)，7.51～7.44 (m，4H)，7.19～7.17
(m， 1H)， 7.06 ～ 7.04  (m， 1H)， 6.98～ 6.94  (m， 1H)，
4.56  (t， J  =  2.9  Hz， 1H)， 2.48～ 2.44  (m， 1H)，
2.33～2.29 (m，1H)； 13C NMR (100 MHz，CDCl3) δ:
181.7，177.8，152.2，150.8，138.4，133.0，132.4，130.7，
130.0，128.3，127.5，125.5，125.2，124.8，123.7，123.2，
120.9，115.6，99.1，31.1，25.2； IR (KBr) (νmax，cm−1):
3 440， 1 662， 1 644， 1 591， 1 334， 1 239， 1 105， 955，
763； HRMS  (ESI-TOF)  m/z:  C25H17O4

+  [M+H]+

381.111 9，实测 381.1121.
6-(对甲苯基 )-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b). 黄色粉

末；收率 87%；熔点 230～231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09～ 8.07  (m， 2H)， 7.73～ 7.67  (m， 2H)，
7.64 (d，J = 8.3 Hz，2H)，7.48 ～7.45 (m，1H)，7.28 (d，
J = 8.0 Hz，2H)，7.20～7.16 (m，1H)，7.04 (d，J = 7.4
Hz，1H)，6.97～ 6.93 (m，1H)，4.54 (t，J = 2.9 Hz，1H)，
2.47～ 2.43 (m，1H)，2.41 (s，3H)，2.32～2.27 (m，1H)；
13C NMR (100 MHz，CDCl3) δ：181.7，177.8，152.28，
150.9，138.2，135.5，133.0，132.4，130.7，130.0，128.2，
127.4，127.3，125.5，125.2，124.7，123.7，123.2，120.9，
115.6， 99.1， 31.1， 25.2， 20.2； IR  (KBr)  (νmax， cm−1):
3 442， 1 663， 1 644， 1 602， 1 335， 1 236， 1 099， 945，
766； HRMS  (ESI-TOF)  m/z:  C26H19O4

+  [M+H]+

395.127 7，实测 395.1278.
6-(邻甲苯基 )-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3-g][1，3]二氧桥 -8，13(14H)-二酮  (5c). 黄色粉

末；收率 88%；熔点 224～225 ℃；1H NMR (400 MHz，
CDCl3) δ：8.10 ～8.07 (m，2H)，7.83～7.81 (m，1H)，
7.72～7.65 (m，2H)，7.49～7.47 (m，1H)，7.36～7.27
(m，3H)，7.21 ～7.17  (m，1H)，7.03 ～7.01  (m，1H)，
6.98～6.94 (m，1H)，4.56 (t，J = 2.9 Hz，1H)，2.55 (q，
J = 2.9 Hz，4H)，2.40～2.35 (m，1H)；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6， 177.8， 151.8， 150.4， 135.8，
135.6，133.0，132.4，131.6，130.7，129.9，128.3，127.5，
127.4，125.4，125.3，125.2，125.0，123.7，123.4，120.9，
115.6，100.1，28.7，24.9，20.3； IR (KBr) (νmax，cm−1):
3 426， 1 666， 1 639， 1 590， 1 336， 1 328， 1 009， 951，
761； HRMS  (ESI-TOF)  m/z:  C26H19O4

+  [M+H]+

395.127 6，实测 395.1278.
6-(间甲苯基 )-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d). 黄色粉

末；收率 85%；熔点 226～227 ℃；1H NMR (400 MHz，
CDCl3) δ：8.03 ～8.00 (m，2H)，7.65～7.59 (m，2H)，
7.56 (d，J = 8.2 Hz，2H)，7.40～7.38 (m，1H)，7.20 (d，
J = 8.0 Hz，2H)，7.10～ 7.09 (m，1H)，6.96 (d，J = 7.4 Hz，
1H)， 6.90～  6.86  (m， 1H)， 4.47  (t， J  =  2.8  Hz， 1H)，
2.40～2.35 (m，1H)，2.33 (s，3H)，2.24～2.20 (m，1H)；
13C NMR (100  MHz，CDCl3) δ：181.7，177.8，152.3，
150.9，138.2，135.5，133.0，132.4，130.7，130.0，128.2，
127.5，127.4，125.4，125.2，124.7，123.7，123.2，120.9，
115.6， 99.2， 31.1， 25.2， 20.2； IR  (KBr)  (νmax， cm−1):
3 424， 1 682， 1 623， 1 588， 1 337， 1 228， 1 102， 956，
764； HRMS  (ESI-TOF)  m/z:  C26H19O4

+  [M+H]+

395.127 8，实测 395.1278.
6-(4-异丙基苯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

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e). 黄色

粉 末 ； 收 率 83%； 熔 点 232～ 233  ℃ ；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11～ 8.08  (m， 2H)， 7.71～
7.67 (m，4H)，7.48 ～7.46 (m，1H)，7.33 (d，J = 8.3 Hz，
2H)， 7.20～ 7.16  (m， 1H)， 7.04  (d， J  =  7.3  Hz， 1H)，
6.98  ～ 6.94  (m， 1H)， 4.55  (t， J  =  2.9  Hz， 1H)，
3.01～2.94 (m，1H)，2.49 ～2.45 (m，1H)，2.34～2.29
(m， 1H)， 1.30  (s， 3H)， 1.28  (s， 3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7， 177.8， 152.3， 150.9， 149.1，
135.8，132.9，132.4，130.7，130.0，127.4，127.3，125.6，
125.5，125.2，124.7，123.7，123.2，120.9，115.6，99.1，
32.9， 30.9， 25.2， 22.9； IR  (KBr)  (νmax， cm−1):  3 437，
1 684， 1 633， 1 593， 1 344， 1 264， 1 009， 761；H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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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TOF) m/z:  C28H23O4
+  [M+H]+  423.158 9，实测

423.1591.
6-(3，4-二甲基苯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

萘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f). 黄
色粉末；收率 80%；熔点 219～220 ℃；1H NMR (400
MHz，CDCl3) δ：8.10 ～8.07 (m，2H)，7.69～7.65 (m，

2H)， 7.50～ 7.45  (m， 3H)， 7.23  (d， J  =  7.6  Hz， 1H)，
7.20～7.16 (m，1H)，7.06～7.04 (m，1H)，6.97～6.93
(m，1H)，4.54 (t，J = 2.9 Hz，1H)，2.48～2.43 (m，1H)，
2.33 (s，3H)，2.30 (q，J = 2.7 Hz，4H)；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8， 177.8， 152.3， 150.9， 136.9，
135.9，135.8，132.9，132.4，130.7，130.0，128.7，127.4，
127.3，125.9，125.4，125.2，123.7，123.3，122.1，120.8，
115.6，99.1，31.1，25.2，18.9，18.6；IR (KBr) (νmax，cm−1):
3 438， 1 677， 1 639， 1 588， 1 349， 1 248， 1 124， 957，
758； HRMS  (ESI-TOF)  m/z:  C27H21O4

+  [M+H]+

409.143 6，实测 409.1434.
6-(4-甲氧基苯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

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g). 黄色

粉末；收率 84%；熔点 189～190 ℃； 1H NMR (400
MHz，CDCl3) δ：8.09～8.08 (m，1H)，8.07～ 8.06 (m，

1H)，7.7 ～7.66 (m，4H)，7.47 ～7.45 (m，1H)，7.20～
7.15 (m，1H)，7.03 (d，J = 7.7 Hz，1H)，7.00～6.93 (m，

3H)，4.54 (t，J = 2.8 Hz，1H)，3.85 (s，3H)，2.47～2.43
(m，1H)，2.32 ～2.27  (m，1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7， 177.8， 159.3， 152.2， 150.9， 132.9，
132.4，130.7，130.6，129.9，127.4，127.3，126.2，125.4，
125.2， 123.6， 123.2， 120.8， 115.6， 112.8， 99.1， 54.4，
31.1，25.3；IR (KBr) (νmax，cm−1): 3 445，1 680，1 621，
1 593， 1 512， 1 334， 1 164， 1 097， 941， 883， 756；
HRMS (ESI-TOF) m/z: C26H19O5

+ [M+H]+ 411.122 4，
实测 411.1227.

6-(4-氟苯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
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h). 黄色粉末；

收率 73%；熔点 188～189 ℃； 1H NMR (400 MHz，
CDCl3) δ：8.10～  8.07 (m，2H)，7.76～7.73 (m，2H)，
7.71～7.65 (m，2H)，7.48 ～7.46 (m，1H)，7.21 ～7.13
(m，3H)，7.04 (d，J = 8.1 Hz，1H)，6.99 ～6.95 (m，1H)，
4.55  (t， J  =  2.9  Hz， 1H)， 2.46～ 2.42  (m， 1H)，
2.31～2.27 (m，1H)； 13C NMR (100 MHz，CDCl3) δ：
181.6， 177.7， 162.2  (d， J  =  247  Hz)， 152.0， 150.6，
134.4，133.1，132.4，130.7，129.9，127.5，127.4，126.9，
126.8，125.5，125.2，123.7，123.0，121.1，115.6，114.6，

114.3，98.7，31.1，25.2； IR (KBr)  (νmax，cm−1): 3 435，
1 667，1 632，1 621，1 598，1 513，1 335，1 236，1 158，
947，758；HRMS (ESI-TOF) m/z: C25H16FO4

+ [M+H]+

399.102 9，实测 399.1027.
6-(4-溴苯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

3-g][1，3]二氧桥 -8，13(14H)-二酮  (5i). 黄色粉末；

收率 72%；熔点 234～235 ℃；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10～ 8.07  (m， 2H)， 7.73～ 7.66  (m， 2H)，
7.64～7.59 (m，4H)，7.48～7.46 (m，1H)，7.21～7.17
(m，1H)，7.03 (d，J = 7.3 Hz，1H)，6.99～ 6.95 (m，1H)，
4.55 (t，J = 2.9 Hz，1H)，2.45～2.41 (m，1H)，2.30～
2.25 (m，1H)； 13C NMR (100 MHz，CDCl3) δ：181.6，
177.7，151.9，150.6，137.5，133.1，132.5，130.7，130.6，
129.9，127.5，127.4，126.6，125.5，125.2，123.7，122.9，
122.6，121.1，115.6，98.7，30.9，25.1； IR (KBr)  (νmax，
cm−1): 3 444，1 689，1 623，1 594，1 486，1 332，1 248，
1 093， 1 013， 951， 760； HRMS  (ESI-TOF)  m/z:
C25H16BrO4

+ [M+H]+ 459.022 3，实测 459.0226.
6-(4-氯苯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

3-g][1，3]二氧桥 -8，13(14H)-二酮  (5j). 黄色粉末；

收率 75%；熔点 219～220 ℃； 1H NMR (400 MHz，
CDCl3) δ：8.11～  8.08 (m，2H)，7.72 ～7.66 (m，4H)，
7.48 ～7.44 (m，3H)，7.19～7.17 (m，1H)，7.05 ～7.03
(m，1H)，6.99～6.95 (m，1H)，4.56 (t，J = 2.9 Hz，1H)，
2.45～ 2.41  (m， 1H)， 2.30～ 2.26  (m， 1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6， 177.7， 151.9， 150.6，
136.9，134.4，133.1，132.5，130.7，129.9，127.7，127.5，
127.4，126.4，125.5，125.2，123.7，122.9，121.1，115.6，
98.6，31.0，25.1； IR (KBr)  (νmax， cm−1): 3 425，1 681，
1 630， 1 594， 1 488， 1 403， 1 335， 1 242， 1 007， 951，
761； HRMS  (ESI-TOF)  m/z:  C25H16ClO4

+  [M+H]+

415.073 3，实测 415.0732.
2-甲基-6-苯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k). 黄色粉

末；收率 76%；熔点 204～ 205 ℃； 1H  NMR  (400
MHz，CDCl3) δ：8.10～8.08 (m，2H)，7.76～7.74 (m，

2H)，7.71 ～7.66 (m，2H)，7.50～7.44 (m，3H)，7.27
(d，J = 1.5 Hz，1H)，7.00～6.98 (m，1H)，6.95 (d，J =
8.2 Hz，1H)，4.51 (t，J = 2.8 Hz，1H)，2.46～ 2.42 (m，

1H)， 2.30  ～ 2.26  (m， 4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7， 177.8， 152.3， 148.5， 138.5， 133.0，
132.4，130.7，130.4，129.9，128.2，127.9，127.7，127.5，
125.4， 125.2， 124.8， 123.7， 122.8， 115.3， 99.1，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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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9.5；IR (KBr) (νmax，cm−1): 3 448，1 688，1 632，
1 493， 1 433， 1 398， 1 334， 1 290， 1 023， 984， 758；
HRMS (ESI-TOF) m/z: C26H19O4

+ [M+H]+ 395.127 8，
实测 395.1278.

2-甲基 -6-(对甲苯基 )-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l).
黄色粉末；收率 74%；熔点 192～193 ℃；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10 ～ 8.08  (m， 2H)， 7.73～
7.65 (m，2H)，7.63 (d，J =  8.2  Hz，2H)，7.28 (s，3H)，
6.99～6.97 (m，1H)，6.93 (d，J = 8.2 Hz，1H)，4.50 (t，
J  =  2.8  Hz， 1H)， 2.45～ 2.42  (m， 1H)， 2.41  (s， 3H)，
2.28  (s， 3H)， 2.27～  2.24  (m， 1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8， 177.8， 152.4， 148.6， 138.1，
135.6，132.9，132.4，130.7，130.3，130.0，128.1，127.9，
127.7，125.4，125.2，124.7，123.7，122.8，115.4，99.2，
31.2， 25.2， 20.2， 19.5； IR  (KBr)  (νmax， cm−1):  3 428，
1 679， 1 643， 1 606， 1 456， 1 386， 1 335， 958， 728；
HRMS (ESI-TOF) m/z: C27H21O4

+ [M+H]+ 409.143 2，
实测 409.1434.

6-(萘-2-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
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m). 黄色粉末；

收率 82%；熔点 188～189 ℃；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29  (d， J  =  1.4  Hz， 1H)， 8.13～ 8.09  (m，

2H)，7.96～7.94 (m，2H)，7.89～7.88 (m，1H)，7.80～
7.77  (m， 1H)， 7.72～ 7.67  (m， 2H)， 7.56～ 7.53  (m，

2H)，7.51～7.49 (m，1H)，7.24～7.20 (m，1H)，7.11 (d，
J = 7.2 Hz，1H)，7.01～6.97 (m，1H)，4.60 (t，J = 2.9
Hz，1H)，2.57～2.53 (m，1H)，2.42～2.38 (m，1H)；13C
NMR (100 MHz，CDCl3) δ：181.7，177.8，152.2，150.9，
135.6，133.1，132.5，132.4，131.9，130.7，130.0，127.5，
126.6，125.8，125.5，12.4，125.2，124.3，123.7，123.2，
122.3，120.9，115.7，99.2，31.1，25.2； IR (KBr)  (νmax，
cm−1): 3 450，1 688，1 619，1 605，1 463，1 348，1 008，
946，759；HRMS (ESI-TOF) m/z:  C29H19O4

+  [M+H]+

431.127 9，实测 431.1278.
6-(噻吩-2-基)-13H-6，14-亚甲基苯并 [d]萘酚

[2，3-g][1，3]二氧桥-8，13(14H)-二酮  (5n). 黄色粉

末；收率 78%；熔点 193～194 ℃；1H NMR (400 MHz，
CDCl3) δ： 8.10～ 8.07  (m， 2H)， 7.73～ 7.65  (m， 2H)，
7.47 ～7.45 (m，1H)，7.42～7.40 (m，1H)，7.39～7.38
(m， 1H)， 7.20～ 7.16  (m， 1H)， 7.10～ 7.07  (m， 1H)，
7.03 (d，J = 7.9 Hz，1H)，6.98～ 6.94 (m，1H)，4.57 (t，
J = 2.9 Hz，1H)，2.62～2.58 (m，1H)，2.49 ～2.45 (m，

1H)； 13C  NMR  (100  MHz， CDCl3)  δ： 181.7， 177.5，
151.8，150.4，141.4，133.1，132.5，130.6，129.9，127.4，
127.3，125.9，125.6，125.5，125.2，124.7，123.6，122.9，
121.1，115.7，97.9，31.2，25.2； IR (KBr) (νmax，cm−1):
3 442，1 658，1 621，1 592，1 323，1 230，1 194，1 096，
950，754；HRMS (ESI-TOF) m/z: C23H15O4S+ [M+H]+

387.068 6，实测 387.0686. 

2    结果与讨论
 

2.1    合成　 

2.1.1    反应条件的筛选　以 2-羟基查尔酮 3a和

2-羟基-1,4-萘醌 4作为反应原料，对合成 2,8-二氧

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 5a的反应条件进行考察，

结果见表 1. 从结果可以看出，反应的溶剂和温度

对反应的影响较大，升高温度可以提高产率和降低

反应时间. 使用微波可以促进反应更快进行，缩短

反应时间. 得到的最佳反应条件为: 2-羟基查尔酮

(3，1 mmol) 和 2-羟基-1,4-萘醌 (4，1 mmol)，1.5 mL
乙醇为溶剂，微波辅助下，120 ℃ 反应 40 min，以
89%的产率得到目标产物 5a. 

2.1.2    2-羟基查尔酮上不同取代基对反应的影响

　以 2-羟基查尔酮 3a和 2-羟基-1,4-萘醌 4作为反

应原料，在最佳反应条件下通过改变 2-羟基查尔酮

表 1    制备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 5a条件筛选a

Tab. 1    Optimization of reaction condition for the systhesis of 5a

序号 溶剂 温度/℃ 时间/h 产率/%

1 二氯甲烷 回流 5 10

2 丙酮 回流 5 37

3 EtOH 回流 5 82

4 二氯乙烷 回流 5 42

5 H2O 回流 5 -

6 甲苯 回流 5 74

7 DMSO 回流 5 33

8b EtOH 80 1 44

9b EtOH 100 1 68

10b EtOH 110 1 76

11b EtOH 120 0.67 89

12 EtOH 120 5 83

a. 反应条件：1 mmol 2-羟基查尔酮和1 mmol 2-羟基-1,4-萘醌为原

料，1.5  mL乙醇为溶剂反应；b.  微波辅助条件下反应（功率：

20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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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取代基对合成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类

化合物 5a的反应条件进行考察，结果表明，2-羟基

查尔酮 R1 为供电子基团取代时对反应产率没有明

显的影响，邻位、间位、对位取代时也能以良好的

产率得到目标产物. R1 为卤素取代时产率稍微降

低，但也能达到 72%. 2-羟基查尔酮 R2 为供电子基

团取代时产率也没有明显变化. 此外，2-羟基查尔

酮为萘环、杂环或双取代时也能得到目标产物，且

反应产率并没有降低. 因此，此合成方法反应条件

简单同时能够获得分子结构多样性的 2,8-二氧双

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 

2.2    机理　以 2-羟基查尔酮 3a和 2-羟基 -1,4-萘
醌 4作为反应原料，在最佳反应条件下合成 2,8-二

氧双环 [3.3.1]壬烷类化合物 5a. 对该反应的机理

进行探讨 (图 3). 首先，作为亲核试剂的 2-羟基-1,4-
萘醌 4与 2-羟基查尔酮 3a发生迈克尔加成反应生

成中间体 A，再次加成生成中间体 B，中间体 B脱

水经分子内环化反应生成目标产物 5a. 机理研究

表明，由于微波具有较高的加热效率，对第一步的

迈克尔加成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时微波具有可能

的催化作用 [21]，使连续的分子内加成 /脱水 /环化

历程更容易进行. 因此，引入微波辅助可以加快反

应，在短时间内以较高的产率得到目标化合物. 该
反应在一锅中形成 2个 C—C键和 2个 C—O键，

只生成水作为唯一的副产物，成键效率高，原子经

济性高. 

3    结语

本文在微波反应无催化剂条件下以 2-羟基查

尔酮和 2-羟基-1,4-萘醌为原料合成了复杂多环 2,8-
二氧双环 [3.3.1]壬烷衍生物. 该方法反应条件绿色，

使用环境友好的溶剂乙醇；串联成键效率高，一锅

中形成 2个 C—C键和 2个 C—O键；后处理简单，

无需柱层析分离产物；产率高达 72%～89%且原子

经济性高，只有水作为唯一的副产物. 在微波辅助

促进下反应经历了迈克尔加成/脱水/分子内环化的

串联反应，构筑了 14个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

类化合物 (其中 7个新化合物). 该方法利用微波新

技术为复杂多环化合物的合成方法提供了新思路，

为后续 2,8-二氧双环 [3.3.1]壬烷类氧杂环化合物

的活性筛选提供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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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wave irradiation catalyst-free green high efficiency synthesis of
2,8-dioxabicyclo[3.3.1]nonanes derivatives

WANG Shuang，WU Qin，LIN Jun-jie，YANG Li-juan，HUANG Chao**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Environment, National and Local Joint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Green Preparation

Technology of Biobased Materials, Key Laboratory of Intelligent Supramolecular Chemistry at the University of Yunnan

Province,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3, Yunn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ported  a  microwave-assisted  synthetic  method  for  efficiently  constructing  complex
polycyclic compounds 2,8-dioxabicyclo [3.3.1] nonanes derivatives. Using 2-hydroxychalcone and 2-hydroxy-1, 4-
naphquinone  as  raw  materials,  these  compounds  yield  were  72%−89%  through  the  tandem  reaction  of  Michael
addition/dehydration/intramolecular cyclization under the promotion of catalyst-free microwave radiation. Fourteen
2,8-dioxabicyclo  [3.3.1]  nonanes  compounds  (including  seven  new  compounds)  were  constructed,  all  of  which
were characterized and identified by 1H NMR, 13C NMR, HRMS and IR. The efficient process can be completed
within 40 minutes, the formation of 2 C―C bonds and 2 C―O bonds in one-pot, simple operation, simple post-
processing, no column chromatography to separate products, and only by-product water is generated.

Key words: microwave irradiation；catalyst-free；2-hydroxychalcone；2,8-dioxabicyclo[3.3.1]nonanes

984 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http://www.yndxxb.ynu.edu.cn 第 43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