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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生物信息学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ＣＡＤＤ） 取得了巨大的进展。 ＣＡＤＤ 是通过

计算配体与受体的相互作用进行合理药物设计，包括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 ＳＢＤＤ） 、基于片段的药物设计（ ＦＢＤＤ） 和基于配体的
药物设计（ ＬＢＤＤ） 。 本文对 ＳＢＤＤ、ＦＢＤＤ 和 ＬＢＤＤ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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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基于配体的药物设计

药物上市是一个耗资巨大并且漫长的过程。 在

在合理药物设计中，在药物靶点的蛋白质结构不

过去的十年中，开发和推向市场的药物成本增加了近

明确的情况下， ＬＢＤＤ 是 目 前 最 合 理 的 药 物 设 计 方

１５０％。 但是进入临床试验的药物有 ９０％最终未能获
得 ＦＤＡ 批准， 其主要原因是合理药物设计 （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法。 ＬＢＤＤ 是通过分析已知的与受体结合的配体结
构来进行药物设计，又称为间接药物设计，包括药效

。 随着生物信息

团模型、定量结构⁃活性关系模型 （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ｒｕｃ⁃

（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 ａｉｄｅｄ ｄｒｕ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ＣＡＤＤ） 取得了巨大的进

征元素的集合，保持化合物活性所需的结构特征，可

ｄｒｕｇ ｄｅｓｉｇｎ） 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１］

学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

ｔｕｒｅ⁃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ＱＳＡＲ） ［２］ 。 药效团是药效特

展。 目前，ＣＡＤＤ 可以实现对成千上万个分子进行快

以反映这些化合物在三维结构上的一些共同原子、基

速筛选，不仅降低了药物研发的成本，而且大大缩短

因或化学功能结构及空间取向，这些往往决定着配体

了药物上市的时间，在药物研发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

的活性，以此分析已知的与受体结合的配体的共同药

用。 正因为如此，如何提高 ＣＡＤＤ 的准确性和灵敏

效特征来筛选药物 ［３］ 。 ＱＳＡＲ 是通过以配体和靶点

不同，人 们 提 出 了 基 于 结 构 的 药 物 设 计 （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作用的能量变化，将已知的一系列药理的理化性质和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ｂａｓｅｄ ｄｒｕｇ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ＦＢＤＤ） 和基于配体的

此 ＱＳＡＲ 不仅可以模拟结合受体的配体的结构特征，

这 ３ 种 ＣＡＤＤ 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ＱＳＡＲ 的方法以来 ［４］ ，ＱＳＡＲ 经过不断的改进和优化，

性也成为研究的热点。 根据计算机药物筛选原理的

的三维结构为基础，根据分子内能变化和分子间相互

ｂａｓｅｄ ｄｒｕ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ＳＢＤＤ ） 、 基 于 片 段 的 药 物 设 计

三维结构参数拟合出定量关系，再进行优化改造，因

药物设计（ ｌｉｇａｎｄ⁃ｂａｓｅｄ ｄｒｕｇ ｄｅｓｉｇｎ， ＬＢＤＤ） 。 本文对

还可以预测药物的活性，自从 Ｃｏｒｗｉｎ Ｈａｎｓｃｈ 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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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已经演化为可分析包含成千上万种不同分子结构的

软件，仍然可能出现误报和不一致的数据 ［１２－１３］ 。 其

ＤＤ 的方法成功筛选获得了大量的临床药物，如诺氟

构的方法 是 主 要 通 过 Ｘ 射 线 晶 体 学、 ＮＭＲ 光 谱 学

超大型数据集统计和机器学习技术。 人们采用 ＬＢ⁃
沙星、氯沙坦

［５］

、佐米曲普坦

物设计奠定了基础。

［６］

等。 ＬＢＤＤ 为合理药

二是 ＳＢＤＤ 方法依赖于蛋白质结构，而解析蛋白质结
（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ＮＭＲ） 、核磁共振及冷冻
电镜。 这些实验受成本与时间的限制，并且有一定的

然而，ＬＢＤＤ 只分析了配体的结构特点，忽略了

实验难度，只有蛋白质可以结晶时，Ｘ 射线晶体法才

受体结构对药物和靶点相互作用的影响，因此经常出

可以分析蛋白质结构。 然而，大部分蛋白是难以结晶

现假阳性

［２］

。 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受体和配体的

空间构像需要不断变化以促进相互之间的结合 ［７－８］ 。
蛋白质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其功能受其内部动力学的

的，占目前批准药物的 ６０％ ［１４］ 。 核磁共振也只适用
于小分子蛋白 ［１５］ 。 因此，ＳＢＤＤ 面临着重重挑战。

控制，了解其动态特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９］ 。 虽然目

３

有的配体结构，因此，ＬＢＤＤ 仍存在很多未解决的问

主要是利用检测与靶点结合的小分子片段来进行药

前已经建立了多种模型，但是没有一种可以适用于所

ＤＤ 将药物视为由两种及以上的片段组成，通过筛选

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

得出针对靶点并能与靶点弱结合的低分子量小分子

在药物设计与开发中，如何改善设计方案是长期

以来困 扰 着 研 究 人 员 的 问 题。 例 如 在 １９９１ 年 至

２０００ 年这十年时间里，因为吸收不良或代谢过度而
未通过审查的候选药物就高达 ９０％

ＦＢＤＤ 正逐渐成为一种热门的药物设计新方法，

物的筛选，最早于 １９８１ 年被 Ｊｅｎｃｋｓ ［１６］ 所提出。 ＦＢ⁃

题，在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２

基于片段的药物设计

［１０］

，所以如何保

障药物的效力与安全成为了研究者最大的挑战。 研
究人员急需寻找一种具有更短的开发时间与更高的
效力、功效和口服生物利用度的药物设计方式，也因
此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得到了众多的关注与青睐。
自从蛋白质晶体结构被成功解析以来，人们开始
不断构建蛋白质的三维结构信息。 随着结构生物信

息学的 飞 速 发 展， ＳＢＤＤ 方 法 也 取 得 了 巨 大 进 展。
ＳＢＤＤ 可用于任何能够测定结构的药靶蛋白质，但必
须分离得到足够数量和纯度的药靶蛋白质，以便进行

化合物一般结合为 ｍＭ 级，再确定片段与药靶结合的
结构信息，考察结合区域与如何相互作用，最后根据
片段与药靶相互作用的结构信息来指导对片段进行
优化或衍生，或将不同片段连接加工成较大的配体。
方法设计出的配体对于靶点拥有更高的亲和性、结合
率以及更好的优化能力 ［１７］ 。 近年来， ＦＢＤＤ 发展迅
速并逐渐被人们接受。 ＦＢＤＤ 通过分析靶点的空间
特点，所设计药物的活性和选择性也更高 ［１８］ 。 近年
来，很多 ＦＢＤＤ 药物已经开始进行临床实验，甚至已

经 上 市， 如 ＧＫＡｓ ［１９］ 、 ＨＪＣ０１２３ ［２０］ 、 ＨＪＣ０４１６ ［２１］ 、
ＳＴＡＴ３ 小 分 子 抑 制 剂 ［２２］ 、 Ｚｅｌｂｏｒａｆ （ ｖｅｍｕｒａｆｅｎｉｂ，
ＰＬＸ４０３２） ［２３］ 等。

ＦＢＤＤ 在药物设计上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首先

结晶，并用 Ｘ 线衍射法测定结构，将蛋白质的三维结

是 ＦＢＤＤ 筛选出的药物多数是小片段，即使是最佳互

分析配体与受体的相互作用模式。 而且基于蛋白质

和力也比较低。 其次，通过连接或增长片段来设计药

构信息与计算方法相结合，使我们可以在原子水平上
的结构信息，计算机能够更快地筛选出合适的候选药
物，根据以前的经验加以考虑，并得到一系列渐进的
导向设计物，再经实验证实这些化合物的预期性质。
ＳＢＤＤ 不仅创新性地推动了药物设计过程，更重要的
是这样设计出的药物更加安全有效，比如最近的黄连
素多靶点药物的发现

［１１］

，而且目前已经筛选获得 ３０

多种临床候选药物，其中 ３ 种已经被 ＦＤＡ 批准

［１２］

。

但是 ＳＢＤＤ 也面临着许多技术上的问题。 其一

就是公共数据库中蛋白质结构信息的准确性，这是保

证 ＳＢＤＤ 结果准确的首要条件。 尽管在结构研究中，
研究者拥有高端的晶体学硬件、数据处理和结构优化

补的片段，其与靶蛋白的相互作用面积也比较小，亲
物十分复杂，依赖于药物化学方法的进步。 虽然 ＦＢ⁃

ＤＤ 对药物的设计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通过
ＦＢＤＤ 方法设计的药物还需要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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