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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分子设计的策略: 药理活性与成药性
郭宗儒*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00050)
摘要: 化合物的内在活性和成药性是创新药物的两个基本要素, 活性是药物的基础和核心, 成药性是辅佐
活性发挥药效的必要条件, 两者互为依存。药物在体内的药剂相、药代动力相和药效相可概括为活性和成药性
的展示过程。成药性是药物除活性外的其他所有性质, 包括物理化学性质、生物化学性质、药代动力学性质和
毒副作用, 这是在不同层次上表征药物的性质和行为, 但又相互关联与制约。活性与成药性由化学结构所决定,
体现在微观结构与宏观性质的结合上, 寓于分子的结构之中。先导物的优化是对活性、物化、生化、药代和安
全性等性质的多维空间的分子操作, 因而具有丰富的药物化学内涵。
关键词: 分子设计; 内在活性; 成药性; 先导物优化
中图分类号: R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3-4870 (2010) 05-0539-09

Strategy of molecular drug design: activity and druggability
GUO Zong-ru*
(Institute of Materia Medica, Chinese Academy of Med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Intrinsic activity and druggability represent two essences of innovative drugs. Activity is the
fundamental and core virtue of a drug, whereas druggability is essential to translate activity to therapeutic
usefulness. Activity and druggability are interconnected natures residing in molecular structure. The pharmaceutical, pharmacokinetic and pharmacodynamic phases in vivo can be conceived as an overall exhibition of
activity and druggability. Druggability actually involves all properties, except for intrinsic activity, of a drug.
It embraces physico-chemical, bio-chemical, pharmacokinetic and toxi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intertwined properties determining the attributes and behaviors of a drug in different aspects. Activity and druggability of a drug are endowed in the chemical structure and reflected in the microscopic structure and macroscopic
property of a drug molecule. The lead optimization implicates molecular manipulation in multidimensional
space covering activity, physicochemistry, biochemistry, pharmacokinetics and safety, and embodies abundant
contents of medicinal chemistry.
Key words: drug design; intrinsic activity; druggability; lead optimization

研发有机小分子药物的药物化学模式, 大 都

化。笔者已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药物分子设计的策略内

是针对某药物靶标发现苗头化合物 (hit), 将苗头

涵[1−3], 本文以药物的活性和成药性的视角, 讨论构

物演化成先导物 (hit-to-lead) 以确定先导物 (lead

建药物化学结构应注重的问题。

discovery), 经优化 (lead optimization) 确定候选药

1

类药性和成药性

物 (drug candidate), 最终达到临床应用的目的。这个

类药性 (drug-like) 是对苗头物和先导物结构的

全过程是通过结构变换和改造将活性化合物发展成

基本要求, 是 Lipinski 分析了临床大量口服药物的分

患者可使用的药物, 从分子水平由非药向成药的演

子结构, 归纳和提炼出的经验性特征, 类药 5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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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le of five) 成为筛选苗头和先导物、构建化合物库
的重要标准 [4], 开阔了人们研发新药的理念。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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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药性是对先导物的最低要求, 药物具有的结构和

面, 即物理化学性质、生物化学性质、药代动力学性

性质远远超过类药性原则, 药物或候选药物应具有

质和产生不良反应和毒副作用的性质。这些性质是候

成药性 (druggability) 属性。什么是成药性？笔者认

选药物的化学结构在不同的介质或环境中的表现行

为是指药物除了药理活性以外的所有其他性质, 即

为, 它们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

化合物具有能够进入临床 I 期试验的药代动力学和安

4.1

全性的性质。类药性是对先导物的结构要求, 成药性

行为为物理化学性质, 它与化学结构的关系最为明

是对药物属性的要求, 当然, 药物的各种属性是药物

确, 也因为没有生物学的参与, 是药物化学最容易把

分子结构的外在表现, 成药性寓于结构之中。

握的宏观性质。物理化学性质包括:

2

物理化学性质

物理形态

成药性在于克服机体对药物的阻抗

化合物在物理性介质中表现的

例如晶型、无定形、多晶型以及溶剂

机体为保护自己免受外来物质的侵伤, 通过多

合形式等, 物理形态对溶解性和稳定性影响很大, 与

种方式拒绝吸收和将其排出体外, 这是生物进化的

生物药剂学关系密切。高晶格能物质的熔点高, 一般

结果。然而, 为了呈现药效, 药物需要吸收到体内并

水溶解性较低。

分布到靶组织中, 这种与机体排斥作用的矛盾在新

溶解性

药研发中是永恒存在的。机体设置了许多障碍, 经不

水溶解性是物质在水介质中呈分子分

散状态的程度。水溶解性包括溶质的溶解速率和溶解

同的机制对药物进行阻止和消除, 成药性在于通过

量, 是药物穿越细胞膜、被吸收的前提。脂溶性是物

结构优化使药物免受或减轻机体在时间和空间上所

质在脂相中的行为, 脂溶性强的化合物过膜的速率

作的物理和化学处置。机体的阻抗是多方面的, 以口

较快。脂溶性较强的化合物水溶性较差。
分配性

服药为例, 胃液和胃酸可以分解药物; 小肠黏膜上细
胞色素 P450 氧化酶可催化氧化代谢; 经肠吸收的药
物还可能被糖蛋白 GP170 外排作用而反吸收; 吸收
入门静脉血液中的代谢; 在肝脏中发生 I 相和 II 相代
谢转化; 在体循环血中被水解分解转化; 与血浆蛋白
结合以阻止进入到组织中; 血脑屏障阻止药物进入
中枢神经系统等。这些环节和因素阻碍了药物的吸收
或分布, 加速了药物的代谢和清除, 因而不利于药效
的发挥, 需要通过调整分子结构避开或克服这些障
碍。
3

活性和成药性是成功药物的充分条件
药物分子的内在活性是药物效力的基源, 没有

内在活性, 药物本身失去了意义; 成药性是保障内在
活性发挥药效的必要条件, 没有成药性的辅佐, 药理
活性不能在机体中得到表现, 内在活性是核心, 成药
性是“载体”, 两者互为依存, 构成了创制新药的两
大支柱。
新药研究的切入点是发现活性化合物, 结构优

是物质溶解在脂相和水相中达到平衡

时浓度的比值, 过膜性 (permeability) 与适宜的分配
性相关。
离解性

是物质在介质中荷电的能力, 与溶解性

和过膜性密切相关。含有碱性和酸性基团的化合物,
在水或缓冲液中离解形式与中性分子呈动态平衡。
化学稳定性

是物质在空气和其他介质中发生

化学变化的能力。
4.2

生物化学性质

生化性质是化合物在离体细胞

或无细胞的生物介质中的表现行为, 是与生物介质
发生相互作用的结果, 因此比上述物化性质更为复
杂, 不过, 化合物的生化性质与化学结构之间的关系
往往具有规律性, 因而具有一定的可预见性。药物的
生物化学性质既是宏观性质, 也反映了药物的微观特
征。生物化学性质包括: 药物的过膜性; 在血液、肠
和肝细胞中发生的 I 相和 II 相代谢转化; 与血浆蛋白
的结合; 与特定的转运蛋白的结合; 与糖蛋白 gp170
结合发生的细胞外排作用等。
4.3

药代动力学性质

药代动力学反映了机体对药

化首要关注的是提高活性强度和选择性, 但在研究

物的作用, 是对药物的物理形态和化学结构的处置

初期, 也要兼顾改善其他性质, 使化合物有成药的前

随时间变化的规律。药物分子设计的成药性目标所克

景。由于成药性包含了广泛的内容, 结构变换不仅涉

服的障碍, 就是使吸收、分布、代谢、排泄等性质适

及成药性的方方面面, 同时也影响活性。所以, 先导

合于药效活性的发挥, 所以, 药代动力学性质是成药

物优化是多层次多方面的性质调整, 是在多维空间

性的最高体现, 是上述物化和生化性质的综合宏观

中找到活性与成药性的最佳配置。

表现。物化和生化性质是药代性质的基础和本源。

4

成药性的内容
成药性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 大体归纳为 4 个方

药代动力学中的生物利用度 (F)、半衰期 (t1/2)、
曲线下面积 (AUC)、清除率 (CL)、血浆蛋白结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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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药物-药物相互作用等, 都是成药性的重要

化成药性, 因而包括了药物化学的许多内容。由于时

性质和参数。

间和投入, 不可能对优化的化合物进行整体动物的

4.4 毒副作用 毒副作用是药物与非靶标 (off-target)

药代和毒理试验, 进行物化和生化试验对预期药代

相互作用的结果, 是伴随药效作用的负面表现, 因而

性质是非常有用的。

也是成药性的组成部分。从分子的整体结构看, 分子

6.1

的杂乱性 (promiscuity) 可与多种靶标结合, 导致遗

加了相对分子质量和脂溶性, 导致过膜性增高而水

传信息的变化, 引起致癌、致畸和致突变; 与 CYP450

溶解性降低, 提高了过膜性, 降低了水溶性, 构成了

作用可能成为 CYP 底物、抑制剂或诱导剂, 还会导

生物药剂分类系统 (BCS) 中大量的 II 类化合物[5]。

致药物-药物相互作用; 作用于 hERG 通道引起心脏

分子中引入增溶基团, 例如极性基团、弱碱性或弱酸

毒性等。从分子的局部结构看, 亲电性基团或自由基,

性基团, 有助于提高溶解性。引入的位置不应影响与

也是产生不良反应的结构因素。

受体部位的结合。

5

化学结构是内在活性和成药性的载体
药物的分子结构是呈现药理活性和成药性的物

增加水溶解性

先导物在优化活性时, 往往增

“替尼”类 EGFR 激酶抑制剂在喹唑啉环的 6
和 (或) 7 位引入碱性或亲水性侧链, 这两个位置的

质基础, 体现分子结构的特征, 包括: 相对分子质量、

片段不影响与酶的结合, 但增加了水溶性, 可改善药

分子大小、分子组成、分子形状、pKa、氢键给体、氢

代性质, 成功的药物如艾罗替尼 (1)[6] 、吉非替尼

键接受体、极性表面积、可旋转键和功能基分布等。

(2)[7] 和拉帕替尼 (3) 等, 结构生物学研究表明, 这

这些结构因素既包含了与靶标和 (或) 非靶标结合

些药物的侧链均未与酶表面结合, 伸向水相[8]。

的药效团特征以及代谢的位点和模式, 也综合体现

HIV 蛋白酶抑制剂 L-685434 (4) 属于过渡态类

了物化、生化和药代性质。图 1 说明了这些性质与化

似物, 对酶抑制作用 IC50 = 0.3 nmol·L−1, 对感染细胞

学结构之间的关系。

的抑制作用 IC50 = 400 nmol·L−1, 但由于不溶于水,

6

口服不能吸收[9]。将 4 中的苄基变换为可离解性基

先导物优化过程举例
新药研究中, 先导物的优化占有重要地位, 优化

团吡啶甲基哌嗪, 就成为了抗艾滋病药物茚地那韦

药理活性 (提高强度和选择性) 自不待言, 同时也优

(indinavir, 5)[10], 增加了溶解性, 对酶抑制活性 IC50 =

图1

药物的化学结构与成药性和药理活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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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 nmol·L−1, 与 4 相近, 对 HIV 感染细胞的 IC50 =
−1

100 nmol·L , 人口服生物利用度 F = 60%

[10]

。

仍保持选择性抑制作用, 稍改善了吸收性, 但半衰期
短。以丙酮与二醇形成环状缩酮, 称作 ABT-518 (12),

微管蛋白聚合抑制剂 cryptophycin 52 (6) 是抗
生素 cryptophycin 的合成类似物, 具有强效的抑制

保持了活性和选择性, 调整了脂溶性, 血药浓度和生
物利用度均显着增加, 用于治疗实体瘤[13]。

微管 蛋 白聚 合 作用, 体外 活 性很 高, IC50 = 0.004
−1

nmol·L , 但由于水溶性差, 限制了抗肿瘤作用

[11]

降低极性可减少分子极性表面积, 有利于穿越

。

血脑屏障。γ 分泌酶抑制剂 13 的生物利用度和进入

将 6 中的苄醇基换成哌嗪基可成水溶性盐, 并将环氧

中枢能力较低, 是由于分子内过多的极性基团。将 13

开环成氯醇, 得到化合物 7, 虽然活性略低 (IC50 =

中的磺酰二胺改换成环砜基为 14, 提高了亲脂性,

−1

0.021 nmol·L ), 但因增加了水溶性而易于吸收, 提
高了抗肿瘤作用

[12]

减少了氢键的形成和极性表面积, 血药浓度增加了 8
倍, 中枢内药物浓度提高了 3 倍[14]。

。

增加极性基团可提高药物的溶解性。例如噻康唑

6.3

改变可离解性

酸性或碱性较强的分子由于在

(tioconazole, 8) 溶解度很低, 难以口服吸收, 因此只

体内以较多的离解形式存在, 导致过膜性和生物利

能作为外用抗真菌药。引入极性基团羟基和三唑, 即

用度降低, 若改变化合物的 pKa, 可提高生物利用度。

−1

氟康唑 (fluconazole, 9), 室温下水溶性 5 mg·mL ,

作用于中枢神经肽 Y (NPY) 受体的拮抗剂可以降低

为口服有效的抗真菌药。

食欲, 是治疗肥胖的一个环节。化合物 15 对 NPY 的

在分子设计中, 化合物的亲脂性

结合作用很强, 但其过膜性差, 尤其进入中枢的浓度

更常以分配系数作表征参数。适宜的分配性对于过膜

仅为血药浓度的 1/10, 这可能是由于碱性过强难以

性、生物利用度和穿越血脑屏障是非常重要的。化合

穿越血脑屏障的缘故, 15 的 pKa = 11.0, N-甲基化后

物 10 是基质金属蛋白酶 2 和 9 (MMP-2, 9) 抑制剂,

pKa = 9.7 (16), 这是由于叔胺的碱性弱于仲胺。化合

具有强效和高选择性作用, 但因脂溶性过强, 口服生

物 16 提高了穿越血脑屏障的能力, 中枢与血浆药物

物利用度低。将甲氧基变换成邻二醇基, 化合物 11

浓度比增加到 0.8。哌啶环上引入氟原子 (17), 氟的

6.2

调整亲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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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电子作用进一步降低碱性, pKa = 7.9, 中枢的药物
浓度是血浆中的 4 倍

[15]

。

6.4

降低 I 相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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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缓激肽 B1 受体的抑制是研制

抗炎镇痛药物的重要途径。化合物 22 含有 2, 3-二氨

血小板聚集因子 Xa 受体拮抗剂 18 的离体活性

基吡啶片段, 是容易被广泛代谢的结构, 以活性跟踪

虽然很高, 但过膜性和生物利用度低, 为了降低碱性,

变换吡啶环并保持 3 位酰胺侧链与联苯的空间相对

将脂肪仲胺甲基化成叔胺成为 razaxaban (19), 活性

位置, 经化合物 23 得到 24, 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并延

和半衰期基本未变, 但增加了过膜性和生物利用度 F

长了半衰期, 该过程展示了以环丙叉甘氨酸保持吡

[16]

值, razaxaban 处于临床研究, 用于治疗血栓

。

过多的离解性基团也不利于过膜吸收。内皮素受
体 A 拮抗剂 SB209670 (20)

[17]

啶碳的 sp2 杂化结构的成功范例[19]。
丁螺环酮 25 为 5-HT1A 受体激动剂, 具有抗焦

含有两个羧基, 极性过

虑作用。因嘧啶环 4 位可被 CYP3A4 催化羟化, 半衰

强, 虽然活性很高但过膜性和生物利用度低下, 连接

期短。引入 F 原子, 占据了代谢位置, 降低了环的电

于二氢茚的羧基是必需的药效团特征, 而苯环侧链

子密度, 化合物 26 延长了半衰期, 活性基本未变[20]。

的羧基是“多余的”, 改换成羟基化合物 (21), 酸性

β 受体阻滞剂美托洛尔 (metoprolol, 27) 可发生

降低, 虽活性略有下降, 但过膜性和生物利用度显着

首过效应, 甲氧基被 CYP2D6 催化氧化脱甲基, 生

提高, 21 称为恩拉生坦 (enrasentan), 临床用于治疗

物利用度较低, 用环丙甲基取代 甲基为倍他 洛尔

急性心肌梗死和心力衰竭

[18]

。

(betaxolol, 28), 由于位阻效应增加了代谢稳定性, 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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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生物利用度, 延长了半衰期。
聚 (ADP-核糖) 聚合酶-1 (PARP-1) 是治疗神经

式双键连接的化合物 34, 不仅提高了抗菌活性而且
主要的药代性质得到了显着改善[22]。

退行性疾病和帕金森病的重要靶标, 2-取代的喹唑啉

作用于病毒衣壳环节的活性化合物 enviradene

酮 (29) 虽具有抑制活性, 但其柔性侧链易被氧化代

(35) 为治疗感冒的候选药物, 活性虽高, 但生物利

谢, 因而有较高的清除率, 用环戊烯基 (30) 代替亚

用度低, 系因连接两个芳环的丙烯基易发生氧化代

烷基链, 增加了分子的刚性和代谢稳定性, 提高了体

谢 (如同有机化学中丙烯基易发生 α 取代), 与人肝

内活性, 并且口服后中枢与血药浓度的比值增加了 3

微粒体温育代谢率 73%, 将甲基换成乙炔基 (36),

[21]

倍

。

增加了代谢稳定性。苯环对位氟代 (37), 进一步改善

化合物 31 被意外地发现具有抗结核杆菌 (My-

了药代性质[23]。

cobacterium tuberculosis) 的活性, 具有甲喹氟母核

6.5

阻止 II 相代谢

Ecopipam (38) 是苯并

类的

的异噁唑酸结构, 但容易被 CYP 催化氧化成羟基化

D1/D5 受体拮抗剂, 临床曾研究用于治疗精神病和肥

合物 32 和酯水解成酸 33 而失去活性。系列变换喹啉

胖 (已终止), 对 D1 和 D5 受体的结合力分别为 1.2

与异噁唑之间的连接基, 以降低被氧化代谢, 其中反

和 2.0 nmol·L−1 。然而其口服生物利用度很低, 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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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酚羟基被葡萄糖醛酸化和 N-去甲基化等首过效应

是 因 为 药 物 和 非 靶 标 (off-target) 分 子 的 杂 乱 性

所致。羟基作为氢键给予体是与受体结合的必要基团,

(promiscuity) 所致。

用含有 N-H 的杂环作等排置换, 证明化合物 39 和 40
虽活性略有降低, 但药代性质明显改善

[24]

。

羟嗪 (hydroxyzine, 43) 是 H1 受体阻断剂, 临床
用作抗过敏药。羟嗪的伯醇基在体内氧化代谢成羧基,

吗啡-6-O-葡糖醛酸苷 (42) 为广泛应用的镇痛

该代谢产物活性强于羟嗪, 这就是第二代 H1 阻断剂

药, 其药理作用不仅强于吗啡 (41) 且药代行为也较

西替利嗪 (cetirizine, 44)。口服或注射羟嗪后, 70%被

, 例如有较高的血药浓度, 副作用恶心呕吐

代谢为西替利嗪, 后者的血药浓度高于羟嗪 8～10

也低于吗啡, 因而临床效果好。其实, 吗啡-6-O-葡糖

倍。由于分子中含有极性强的羧基, 降低了穿越血脑

醛酸苷是吗啡在体内代谢产物, 这是一个将代谢活

屏障的能力, 故减少了羟嗪引起中枢镇静的副作用。

化产物开发成新药的例子。不过另一个代谢产物吗

这是个基于代谢活化且改善了药代分布的实例。

理想

[25]

[26]

啡-3-O-葡糖醛酸苷则没有镇痛作用

。

特非那定 (terfenadine, 45) 曾为 H1 受体阻断剂,

从化学结构预测毒性是最难

因抑制心脏的钾通道, 延长 QT 波和室性心律失常,

的事情, 犹如给定一个化合物预期药理活性一样,

尤其与 CYP3A4 抑制剂 (如酮康唑) 合用, 可导致严

6.6

消除毒性作用

重的心律失常而猝死, 故被终止使用。然而特非那
定作为 CYP3A4 底物, 叔丁基的一个甲基被代谢成羧
基, 成为非索非那定 (fexofenadine, 46), 后者仍是 H1
受体阻断剂, 但不抑制 hERG 通道, 成为代替西替利
嗪的第二代抗组胺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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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10] Dorsey BD, Levin RB, McDaniel SL, et al.

先导物的优化向来重视活性强度和选择性的提
高, 但一味优化活性而忽视对物化、生化、药代和安

L-735,524: the

design of a potent and orally bioavailable HIV protease inhibitor
[J].

J Med Chem, 1994, 37: 3443−3451.

全性的考虑, 会在选择候选药物和开发阶段遇到困

[11] Varie DL, Shih C, Hay DA.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难。所以, 应用药物化学原理和方法进行的是全方位

of cryptophycin analogs with substitution at C-6 (fragment C

的优化, 结构的变换牵涉了活性和成药性的改变, 在

region) [J].

Bioorg Med Chem Lett, 1999, 9: 369−375.

[12] Al-awar RS, Ray J, Schultz R, et al.

这个意义上, 先导物优化是药物化学的核心。

A convergent approach

to cryptophycin 52 analogues: synthesis and biological evaluation
of a novel series of fragment A epoxides and chlorohydrins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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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全国天然有机化学学术研讨会
经中国化学会批准, 决定于 2010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在济南召开第八届全国天然有机化学学术研
讨会。本届研讨会将为我国的天然有机化学研究者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平台, 除邀请一批知名学者做大
会报告及特邀报告外, 还将为从事天然有机化学研究的年轻学者提供学习和展示科研成果的机会, 将是
一次学术盛会。
一、会议主题:
1. 具有生物活性的新颖结构的天然产物的发现及其功能;
2. 天然产物的结构修饰, 全合成和半合成;
3. 天然产物研究的新技术与新方法;
4. 天然产物的生物合成以及生物技术;
5. 其他天然有机化学相关领域。
二、会议组织机构
主 办 单 位: 中国化学会
协 办 单 位: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承 办 单 位: 山东大学药学院
大 会 主 席: 姚新生 院士
组委会主席: 娄红祥 教授
三、会议时间: 2010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日
四、会议地点: 山东 济南
五、会议注册:
会议注册可采取网上注册或 E-mail 注册, 截止时间: 2010 年 8 月 31 日。
网上注册网址: http://www.nprmeeting.sdu.edu.cn
E-mail 注册: 请将参会回执发至 E-mail: xiaofan7903@yahoo.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