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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药发现与研究实例简析·
新药创制是复杂的智力活动, 涉及科学研究、技术创造、产品开发和医疗效果等多维科技活动。每个药物
都有自身的研发轨迹, 而构建化学结构是最重要的环节, 因为它涵盖了药效、药代、安全性和生物药剂学等性质。
本栏目以药物化学视角, 对有代表性的药物的成功构建, 加以剖析和解读。
索非布韦是以病毒的聚合酶为靶标的第一个治疗慢性丙肝的药物, 2013 年上市, 被业界认为是重磅性的突
破。丙肝病毒的复制需要 NS5B RNA 聚合酶的参与, 核苷抑制剂须经三磷酸化成活化形式起效。由于一磷酸化
是慢速步骤, 往往在核苷分子中预构成一磷酸核苷, 这又带来了药代和吸收的问题。构建索非布韦化学结构彰显
了处理体外与体内、原药与前药、前药的稳定性和靶向性的技巧。

( 编者按)

基于代谢活化设计的索非布韦
郭宗儒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 北京 100050)

1

NS5B RNA 聚合酶及核苷类抑制剂的作用机制

示出的问题为 Pharmasset 提供了研发的线索和目标:

丙肝病毒 (HCV) 为正链 RNA 病毒, 含有 9.6 kb

药效学上应对多种表型的 HCV (特别是 1 型) 的聚合

基因, 编码 10 个蛋白: 3 个结构性蛋白、7 个非结构

酶具有选择性作用; 在安全性上对宿主细胞的聚合

性蛋白。非结构性蛋白常常作为治疗 HCV 药物的靶

酶不产生抑制活性; 药代动力学上可以口服吸收, 具

标, 例如其中称作 NS3 的丝氨酸蛋白酶, 对于病毒蛋

有化学和代谢稳定性等。

白的成熟和病毒颗粒的复制起主要作用, 以 NS3 蛋

3

母核核苷的确定

白酶为靶标的抑制剂如波西匹韦等药物, 已用于临

文献报道, 化合物 2'-氟代脱氧胞苷 (1) 体外对

床治疗 HCV。另一个非结构性蛋白是 NS5B RNA 依

HCV 复制子具有抑制活性, EC90 = 6.0 μmol·L−1, 虽然

赖的 RNA 聚合酶 (RdRp), 负责 HCV 的 RNA 链的复

没有腺病毒作用, 但在 EC90 浓度下可诱导正常细胞进

制, 在病毒基因复制、丙肝病毒在宿主细胞中的增殖

入静止期。另一化合物 2'-甲基胞苷 (2) 也具有抑制活

是绝对必需的, 因而也是治疗 HCV 的药物靶标。索

性, EC90 = 19.0 μmol·L−1, 但选择性抑制作用较低, 例

非布韦是针对丙肝病毒 NS5B RNA 聚合酶上市的第

如对小鼠腹泻病毒 (BVDV) 的 EC90 = 2.30 μmol·L−1。

一个药物。

基于这两个有初步活性的化合物结构, Pharmasset 公

以病毒聚合酶为靶标的核苷类抑制剂都需要在

司设计合成了 2'-氟-2'-甲基脱氧胞苷 (3, PSI-6130),

感染细胞内经三磷酸化作用, 生成活化形式而起效,

离体试验表明, 对 HCV 的活性 EC90 = 5.40 μmol·L−1,

即相继经核苷激酶、磷酸核苷激酶和二磷酸核苷激酶

对非靶标 BVDV 的 EC90 > 100 μmol·L−1, 而且未见细

催化, 生成三磷酸核苷而抑制聚合酶, 导致基因的致

胞毒作用, 说明 3 的体外活性强度和选择性都明显提

死合成。所以核苷类药物需要经过体内的活化。

高。然而, 3 是胞苷类核苷, 在体内容易被胞苷脱氨

2

酶催化脱氨, 转变为尿苷而失去活性, 例如脱氨产物

研制 HCV 聚合酶抑制剂的目标
Pharmasset 公司研制的索非布韦是全球第一个

2'-氟-2'-甲基脱氧尿苷 (4) 既没有抑制 HCV 活性, 也

上市的 HCV 聚合酶核苷类抑制剂。在此之前许多公

没有细胞毒作用 (Clark JL, et al. J Med Chem, 2005,

司研究了多种核苷类化合物, 包括有不同的碱基、取

48: 5504−5508)。

代的 (脱氧) 核糖、核糖上磷酸基的预构、以及氨基

4

酸修饰的前药等, 虽然没有成功, 但积累的知识和揭

肝细胞代谢活化和代谢失活
研究肝细胞对化合物的作用, 预测在体内的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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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命运, 对进一步优化结构和完善成药性起了重要
3

策略是以 5 为研发对象, 因为它避免了胞苷的脱氨作

作用。将 H 标记的化合物 3 与人肝细胞温孵, 在不

用, 也预构了一磷酸尿苷骨架, 为生成活化产物 6 提

同时间点检测肝细胞中化合物的命运, 发现化合物 3

供了磷酸基的“接口”。不过化合物 5 的磷酸基还存

的 5' 位羟基发生一磷酸−、二磷酸−和三磷酸化产物。

在两个酸根, 极性强不利于过膜吸收, 药效和药代发

同时, 也发生脱氨作用生成化合物 4 (PSI-6026), 以

生了冲突, 需要制成前药掩蔽极性基团加以解决

及 4 的一磷酸−、二磷酸−和三磷酸化产物 (Ma H, et

(Sofia MJ, et al. J Med Chem, 2010, 53: 7202 −7218)。

al. J Biol Chem, 2007, 282: 29812 −29820)。图 1 是化

5

借鉴: 核苷酯化成前药以改善药代的先例

合物 3 在肝细胞中代谢过程的示意图。3 经脱氧胞苷

化合物 3 的药代性质必须改善。为此, 将化合物 3

激酶 (dCK) 催化生成一磷酸胞苷, 继之可被胞 (尿)

的 3'-羟基和 5'-羟基都用异丁酸酯化, 称作 mericitabine

苷一磷酸激酶 (YMPK) 催化生成二磷酸胞苷, 再经

(7, RG-7128), 是 Pharmasset 转给罗氏公司的候选药

核苷二磷酸激酶 (NDPK) 生成活化形式的三磷酸胞

物。由于降低了分子的极性, 提高了过膜和吸收性, 吸

苷, 后者对 NS5B 产生抑制作用。3 也可被肝细胞中

收后经首过效应水解出原药, 提高了生物利用度。化

胞苷脱氨酶氧化脱氨生成尿苷 4, 后者不能被 dCK 磷

合物 7 经临床试验每日口服两次, 每次 1 g, 治疗 1 型

酸化, 提示胞苷脱氨是个失活过程。所以碱基为胞嘧

丙肝患者, 14 天后可降低 HCV 的 RNA 水平 2.7 个对

啶的核苷类药物具有代谢不稳定性。

数单位。此外 7 治疗 2 和 3 型 HCV 患者也呈现疗效。

然而, 一磷酸胞苷类似物经脱氨生成的一磷酸尿

另一个胞嘧啶核苷类 HCV 聚合酶抑制剂 valopicitabine

苷 (5) 在肝细胞内可发生二和三磷酸化, 生成的三磷

(8, NM-283) 是用缬氨酸酯化 3'-羟基的前药, 也因降

酸尿苷 (6) 具有较高的抑酶活性, Ki = 0.42 μmol·L−1,

低了分子极性, 提高口服生物利用度, 改善药代动力

而且 5 可在肝细胞中长时间存留, 半衰期 t1/2 = 38 h,

学性质 (Pierra C, et al. J Med Chem, 2006, 49: 6614 −

这些性质成为研发一磷酸尿苷类药物的重要依据
(Murakami E, et al. Antimicrob Agents Chemother,
2008, 52: 458−464)。化合物 3 的代谢研究提供的设计

6620)。

图1

6

多代谢位点前药的设计
然而, 以 5'-一磷酸-β-D-脱氧-2'-氟-2'-C-甲基尿

化合物 3 在肝细胞中的代谢失活和活化。dCK 代表脱氧胞苷激酶; YMPK 代表胞 (尿) 苷一磷酸激酶; NDPK 代表核苷二磷

酸激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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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通过 R1～R3 的广泛变换和组合, 实现在肝细胞中
抗 HCV 效力的最大化。

苷 (5) 为核心药物 (原药) 设计前药要比上述复杂的
多, 是因为磷酸基上有两个需要修饰的酸基, 这是进
行两次磷酸化的预留端口, 但磷酸基的极性又有碍

6.2

磷酸酯 R1 的变换

将 R2 和 R3 固定为较小基团

于过膜吸收, 对这个矛盾所实行的“分子手术”是暂

CH3, 变换 R1 为苯环、取代的苯环 (如卤代苯)、萘环

时地掩蔽两个酸性基团。为此, 利用了核苷酸结合蛋

或烷基, 离体方法评价化合物对 NS5B 聚合酶的抑

白的特异性水解功能, 达到前药选择性作用的目的。

制活性 EC90 和在 50 μmol·L−1 浓度下抑制正常细胞

6.1

rRNA 的复制作用 (% 抑制率)。结果表明, 未被取代

利用核苷酸结合蛋白水解磷酰胺键的特性

核

苷酸结合蛋白是由 HINT1 编码的具有多功能的蛋白,

的苯酯是优良的基团 (EC90 = 0.91 μmol·L−1; 细胞毒

结构中含有保守的组氨酸三元体结构域 His-aa-His-

作用= 0)。

aa-His-aa-aa (aa 代表疏水性氨基酸残基), 具有水解

6.3

核苷酸磷酰胺键的特性, 例如可将 AMP-Lys 或 AMP-

苯基和甲基, 变换 R2 为常见的天然氨基酸侧链, 如 H

Ala 水解成 AMP 和对应的氨基酸。由于 HINT1 主要

(甘氨酸)、异丙基 (缬氨酸)、异丁基 (亮氨酸)、甲硫乙

分布在肝、肾和中枢神经系统, 而且药物经口服用药

基 (甲硫氨酸)、苄基 (苯丙氨酸) 等, 评价化合物的活

在胃肠道吸收后首先进入肝脏, 因此可设计含有磷

性和毒性。结果表明 S 构型的甲基为最佳基团 (即天

酰胺片段的前药, 首先在肝脏中代谢活化, 成为作用

然的丙氨酸), EC90 = 0.91 μmol·L−1; 细胞毒作用= 0。

于肝靶向的治疗药 (Perrone P, et al. J Med Chem,

6.4

2007, 50: 55463−54)。

R1 为苯基、4-氟或 4-氯苯基, R3 为甲基、乙基、异丙

氨基酸侧链 R2 的变换

羧酸酯基 R3 的变换

将 R1 和 R3 分别固定为

将 R2 固定为甲基, 变换

化合物 5 的前药修饰利用该组织和生化的靶向特

基和环己基, 考察磷酸酯基不同的取代苯基与氨基

征, 经酰胺键和酯键连接不同的基团或片段, 组合成

酸上不同的烷酯基酯键的组配对活性和安全性的影

掩蔽性基团, 以耐受消化道的化学环境, 并且对血浆

响, 结果表明当 R3 为异丙基或甲基、R1 为无取代的

中酯酶和酰胺酶具有稳定性。而一旦进入肝细胞, 经

或卤素取代苯基等 7 个化合物有较优良的选择性活

肝脏的首过效应, 被上述蛋白迅速裂解掉磷酰胺键

性。

和酯键连接的基团, 复原成化合物 5, 而且在肝细胞

6.5

内“就地”发生两次磷酸化, 生成活性的三磷酸尿

药性, 要求口服后在胃和肠道是稳定不变的; 吸收到

苷 6。文献也曾报道过磷酰胺酸酯的前药设计, 具有

血液中也以不变的前药形式转运, 也就是说, 在胃肠

能够促进前药在肝细胞内释放、提高抗病毒效力的能

道和血液中前药的化学性质和和代谢性质应是稳定

力 (McGuigan C, et al. Bioorg Med Chem Lett, 2009,
19: 4250−4254; Gardelli C, et al. J Med Chem, 2009,
52: 5394−5407)。据此设计了结构模式为 9 的化合物

的。当进入肝脏后, 应能够迅速裂解掉羧酸酯基、磷
游离出 5'-磷酸-β-D-脱氧-2'-氟-2'-C-甲基尿苷 (5)。后

类型。

者在肝细胞中“就地”形成三磷酸尿苷, 抑制 HCV

体外稳定性和释放原药速率的比较

前药的成

酸酯的 (取代的) 苯基、以及经磷酰胺连接的丙氨酸,

前药结构 9 的分子中含有 3 个可变动基团: R1 代

的聚合酶。通过对 7 个高选择性的化合物在胃液、肠

表与磷酸形成的酯基, 是在肝细胞中的离去基团, 生

液和血浆中存留水平的测定, 表明它们是稳定存在

成的醇或酚应有较低肝毒性; R2 代表 α 氨基酸的不同

的, 半衰期 t1/2 > 15 h; 当在人肝 S9 组分中则迅速裂解

侧链, 其性质应在进入肝脏前该磷酰胺键稳定, 进入

出化合物 5。这 7 个受试物中, 化合物 10～12 的体外

肝脏后被水解断裂; R3 代表氨基酸酯化的基团, 也是

活性、在非靶组织的稳定性和在肝细胞生成化合物 5

调节分子的稳定性和可逆性转变的基团。在优化过程

的速率等表现优良, 下一步是通过体内评价这 3 个化

·

1482 ·

药学学报 Acta Pharmaceutica Sinica 2014, 49 (10): 1479 −1482

中前药的 Cmax 和 AUC, 用 LC/MS/MS 测定处死动物

合物, 以优选出候选药物。
6.6

体内测定三磷酸尿苷浓度以预测抗 HCV 活性

后肝脏中的前药和三磷酸尿苷 6 的总量 (6 的含量是

为实现前药对 HCV 患者的疗效, 应在人体内满足如

抗 HCV 病毒活性的指标)。结果表明, 化合物 12 在 3

下要求: ① 口服吸收; ② 耐受胃酸胃液, 在胃中稳

种实验动物释放和转化成活性产物最多, 应是治疗

定; ③ 耐受肠液, 在肠道中稳定; ④ 在血液中稳定;

效果最佳的前药。表 1 列出了化合物 10～12 给猴灌

⑤ 在肝细胞内迅速裂解掉前药的修饰基团, 暴露出

胃后血浆和肝脏的药代参数, 表明化合物 12 的血浆

化合物 5; ⑥ 化合物 5 在肝细胞中迅速而尽可能多

和肝脏药代参数明显优于另外两个 (Sofia MJ, et al. J

地生成三磷酸尿苷 6。

Med Chem, 2010, 53: 7202 −7218)。

化合物 10～12 最后形成的活化结构虽然相同,

在安全性方面, 用体外微粒体和骨髓细胞实验

但因修饰成前药的结构不同, 使得药代行为 (例如吸

表明, 化合物 10 和 12 高剂量下未呈现毒性。遂确定

收速率和吸收量、进入肝细胞的速率和药量、转化成

化合物 12 为候选药物, 命名为索非布韦 (sofosbuvir),

活性形式的速率和水平等) 存在差异, 因而只靠体外

Phaemasset 和 Gilead 公司合作进行临床研究, 证明口

的数据不能预判体内的效果。Pharmasset 公司通过灌

服本品是治疗 2、3 型慢性丙型肝炎的有效药物, 于

胃一定剂量的受试物给大鼠、犬和猴, 动态测定血浆

2013 年经 FDA 批上市。

表1

猴灌胃化合物 10～12 后血浆和肝脏的药代参数.

a: 连续 4 天每天给药 50 mg·kg−1; b: 第 3 天给药后第 1、2、4、6、12、

24 h 取血样; c: 第 4 天给药后 4 h 取出肝脏测定
化合物

剂量/mg·kg−1 a

10

50

11

50

12

50

血浆 b
−1

Cmax /ng·mL
19
1.8
33

Tmax /h

肝脏 c
−1

AUCinf /ng·h·mL

−1

AUC0−t /ng·h·mL

−1

前药/ng·g 肝
4.66

三磷酸尿苷/ng·g−1 肝

0.25

34

27

6.00

未测

未测

13

未测

26

1.00

170

86

177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