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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药物设计途径引发的的思考

《一系列新型可逆性 sARs冠状病毒木瓜样蛋白酶抑制剂——基于结构的设计、合成及生物

评价》读书报告

背景介绍 :

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为 sARs,自在 ⒛02年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民众的恐慌。它

是一种致命的传染性呼吸道疾病,它的爆发在儿个月内使超过 80Q0人患病并导致 77荃 人死

亡。虽然在 lllH0的协调下,各国卫生部门的共同努力下,SARs在其爆发后的几个月内在有

效遏制。当我们并不能对它的掉以轻心,最近科学家们一项新发现强调了非典重爆发的可能

性。考虑到流通性和交互性更加丰富的 21泄纪,研发出有效抵抗非典冠状病毒的药物是很

必耍的。

科学家们已经证实,sARs是 由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sARs￡oV)引起的。早期对于这种

病毒生命周期中一些重要生化事件的研究为抑制其复制提供了一些重要靶点。其中有一个重

要过程是一个多聚蛋白分离为 16个非结构蛋白组分,这些蛋白聚合物用于完成病毒 RNA的

复制。在其内部有儿个重要组分:两个半胱氦酸蛋白酶、一个木瓜样蛋白酶 (PLpro)利 l—

个 3C样蛋白酶 (3CLpro),它 们催化白身和其他非结构蛋白的释放并启动 RNA复制。过去

的研究多针对 3CLpro酶 ,具有抗 sARs冠状病毒的 3CLpro酶抑制剂也被研发。而最近对丁

PLpro酶 n勹 结构和功能的研究也充分展示了该酶作为一个重要药物开发靶点的潜力。

文献 《一系列新型可逆性 sARS冠状病毒木瓜样蛋白酶抑制剂——基于结构的设计、合

成技生物评价》即、对一系列 sARs-Co∨ PLpro酶抑制剂的设计、合成、分子建棋及生物评价

迸行了具体闰述。下面我将结合所学的药物设计学知识对原文献内容进行深入探讨。

该研究的设计思路 :

高通董筛选

-
24-酶复合物 X射线晶体衍射结构

构效关系研究

建立药物设计模板

优化先导物结构

发现更有效抑制剂

SBDD

-
对接研究+coMslA

3DˉQsAR棋型

一、主导抑制剂 1的发现

主导抑制剂 1(F咤u re1)是通过对 sO080个 结构多样性化合物进行高通童筛选得到的。

其 lC叻 值为 ⒛ uM,是一个外消旋化合物。随后其 R构型的手性化合物被合成,研究发现

R构型化合物比外消旋化合物能够更好的被 PLpro特 异性识别,前者效力是后者的两倍

(Rˉ conⅡ guration compound`IC50=8,7 uM;racemic compound1`IC50=20.1 uM)。  因此 选 择

R构型化合物作为先导化合物进一步优化。

Me o

N
H

原始的先导化合物化合物库

Figure1(compoun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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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 :

高通量筛选 (HTs)是运用计算机控制的高敏化和专一性的筛选模型,对大量化合物的
药效进行微量样品的自动化测定。它的命中率约为 0.01%,由 于是自动化进行,筛选效率较
高,是一种很好的新药发现途径。

外消旋体化合物的两个对映异构体由于与作用靶点具有不同的作用,可能具有不同的效
果。本实验合成 1的 Rˉ构型化合物,实验结果证明具有更强的效力。囚此立体异构体的作
用差异在药物设计过程中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二、构效关系研究进行先导物结构优化

首先用甲基和甲氧基作为取代基来修饰苯甲酰胺环。化合物 5a~5e证 明没有主导化合物
效力高。主导化合物 1的临位甲基表现出最强的活性(ICsO=8.7uM)。 临位甲氧基取代比主
导化合物的效力降低 10倍。甲氧基取代衍生物中间位甲氧基 (5d、 lCsO=13.5uM)最 有效。
(见表 1)

淦 H坨
表 1

Compound lCsOl u M)

L0宙d

5a

5b

5C

5d

5e

2亠Me

3-R/le

4-Me

2-oMe

3-oMe

4-oMe

8.7± 0.7

14,8± 5,0

29.1± 3,8

90±L26∷ ∷

i⒊ ;壬⒍-

149△ 43

接下来对苯甲酰胺环和荼环的取代基同时进行修饰。2,⒍工甲基衍生物(玑 丨c50=12,1
uM)的 lc5。 值增大。苯甲酰胺环上临位和对位的人取代基以及 α一荼位取代也会使 lc50值

增加。(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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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Compound R' lC50lu M)

Lead

s:∷∷∷

5g

9

8

△4∷∷

17

扛Ⅱ△亻拣证Ⅱ亠;省|
Me            2-oH          Nl
Me          ⒋NH2        46.1± 13,0

Me              4-BOc~NH         NI

|“Fa|0Ⅱ
|0∷∷∷|∷∷∷∷∷|∴艹Ⅱ00∷∷∶—∷∷∷∶∷∷∷∷ⅡⅡ∷∷∷|∷

Ph(racemic)        2-Me          NI

Nl〓 No lnhibition

为了进一步提高 PLpro抑制剂的活性,我们研究了 ⒈荼衍生物和苯甲酰胺环取代基衍生

物。(见表 3)结果 ⒈荼衍生化合物 5h(lcsO=2.3uM),相对于先导化合物表现出效力的很人
提高。N-甲基衍生物效力显著降低(21`lC5F22.6uM)证 明了 NH基 团的重要性。苯甲酰胺环
上 ⒌氦基的修饰产生了一个更加强效的抑制剂 加 (见 F唿u re2),其 lCs。 值 0,56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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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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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会 :

进行先导物优化时,我们常常遵循最小修饰原则,即 通过简单的有机反应对先导物结构

做微小变化,得到类似物后对其进行构效关系研究,以达到增加生物活性、增加选择性、降

低毒副作用等目的。

结构决定性质,构效关系研究,是药物设计的基础。本实验在得到先导化合物结构基础

上逐步对取代基进行结构修饰 ,根据其对感染 verO E6细胞的 sARs-CoV表现出的抑制作Hj进

行筛选,最终获得了化合物 24,具有较强的酶抑制作+l。

Figure2(compound24)

x射线衍射结构分析与计算机对接实验建立药物设计模板

得到优化后的化合物 ⒉ 后,为 了从分子水平上探寻抑制剂与酶的配体-纬合位点反应机

作者对 ⒛-PLpro酶 复合物的 X射线结构进行分析。

Figure3

(A)在尢水分子情况下 ,化合物 2对接构象显 /Jx共萘环向下翻转进入凵袋 (绿 色 )。 化合物 24的 X射线结

构显 ,lxJt萘 环向△翻转 H定住灵活的 loop环 (青色 )。 黄点表 ,lx化 合物 2的 对接构象 ∫j Tyrz69`Gln20和 Asp165

残柴问可能的相互作用。(B)三个保留的水分了用红点标识。Jt中 内个深埋在 P5凵 袋中,第二个位十 Lys158

和 Glu1sB残柴的丨lI|糟 中。化合物 24的 x别 线结构 (青色),水分了存在下化合物 2的对接构象 (绿 色 )。

韦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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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化合物 ⒛ 与酶复合物的 X射线衍射结构中,发现了三个水分子,这让作者想到,可
以将在甲基基团上添加极性取代基来增加抑制剂与酶的相互作用。而且复合物结构显示,化

合物⒛ 的氨基位于与 Tyr269的羟基产生氢键作用的距离的边缘,作者便对苯甲酰胺环进行

修饰,合成 ⒌甲胺衍生物。(见表 4)

Compound ∶CsO(uM)

⒕

29

33

40

32

47

49

2

e

H
M
H
H
H
H
H
H

⒉M。ond。N刂,

⒉Me ahd5|NHi

2-Me and5-CN

∷O· sε肀°·0卩
亠∶|∷

=^^∴5.2± 0.5

2-CH20Me and5-NH2   2.7± 0.1

2-Me and5-l 1.4± 0.3

2-Me and5-CH2NHBOC  4.8± 0.4

⒉Me Ond⒌CH2N冖 Me∷ !.0∷±∷0.1
2-A/le and5-CH2NH2     0.46± 0.03

结呆如表 4,工 甲基取代物 29(Ic5O~11,1uM)对 酶的抑制能力下降。5-甲 胺取代物 2

(lCsO〓046uM`EC50〓 6⒔ M)在对酶的抑制效率和抗病毒活性都表现出提高。在化合物 2

的胺纂上添加一个甲基得到化合物 49,表现出轻微的酶活性降低(lCs0=1,3uM),但 显荠提

高了抗病毒活性 (EC50=5,2uM)。

为了进一步从分子水平探索如何提高抑制能力,作者在 sARs-PLpro酶 的活性位点建立

了一个化合物 2的最小能量模型 (儿 Figu re2B)。 在这个模型中,化合物 2的 ⒌甲胺基团与

Gln2刀 和 Ty泛 sg残基侧链细成氢键,甲酰胺基团!j Asp165和 G丨 n270残基形成的氢键将 2

H定在位点。二个水分子在棋型中被保留,它们将抑制剂的荼环向上翻转,防止荼环占领

P5口 袋。

体会 :

在这部分实验中,作者将靶点 PLpro酶 的结构进行了预处理,确定配体纬合口袋。然后

将优化好的化合物 扭 与 PLpro酶复合物进行 X射线衍射纬构,得到的结果对抑制剂进一步

的修饰提供了很重耍的信息。在此基础上合成了化合物 2和 49。 化合物 2的分子对接研究

表明其余酶活性位点的完关契合,前提条件为二个水分子的存在。

X射线晶体学分析可以通过蛋白-酉己体复合物的共结晶或结晶浸润方法,获得配体-靶 点

复合物晶体。X射线晶体学足日前获得分子二维结构的主耍方法。

分子对接就是将配体分子放到受体人分子的活性位点中,预测小分子与受体结合构象及

作川能的过稆。分子对接是从整体上考虑配体与受体结合的效呆,能 比较有效地避免其他从

头没计方法中容易出现的局部作用较好,雨整体结合欠佳的情况。我认为这种筛选方式是基

于靶点和配体的共同结构,具有较高的效率。

四、三维定量构效关系的建立 (3D-QsAR)

接 盯来,作者想耍建立一个 QsAR来预测和区分合成的—
系列 sARs-PLpro抑制剂的抑制

能力c为 了实现基丁配体的结构设计,实验采用对接技术与 3⒐QsAR(CoMslA)结 合的方

法来探索拥有不同结构和 SARs-Co∨ PLpro酶抑制活性的 46个抑制剂的构效关系。用抑制剂

扭 与酶的结构晶体结构作为棋板,另外 45个抑制剂被对接。它们对接出的儿饲形状与 24

的很相似。冈此一个 3⒐QsAR模 型被建立起来。CoMslA描述符被用作白变童,1O0uM的
卣分抑制值为冈变量,进行偏最小工乘法冂丿Γ|分析。其交义验证冂归系数 q2为 0,臼8,偏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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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工乘法△烹t夫系麸 R2为 0,984。 必须要强调的是三个保留的水分子对于分子对接模型的

重要性:=杲 P5口袋没有水,对接研究表明荼环向下翻转在口袋中找到一个低能量构象
(Figu re2A):有 水分子存在时,萘环向上翻转,很好的与疏水口袋契合并与灵活的丨oop残

基良好反0=如果没有水分子,错误的配体结构产生,导致不相关的构效关系。

较高的 R2值 0.984表 明选择的分子描述符能够恰当地描述不同抑制剂与PLpro酶活性位

点结合反应的模式。Figure4展示了 41中抑制剂的实际抑制值与 coMslA模 型预测的抑制百

分数的关系。二维系数等势图 (Figure5肛 C)以活性位点的拓扑结构为背景揭示了静电性、

琉水性和立体场的分布。这些等势图应该能够决定可以与特异性结合口袋反应的抑制剂的官

能团。

蝓泌馁| ∵Co涠 s⒈入Ⅱ茂c◇mp◇ o容d¤冫
9̌露 氵clfo衤 r,$磷讠苡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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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念喇 跤·$氵 ￠仓传 ◇哆δf1    中

.饪
它
ˉ
Ι

0·

0獬

虍i

∴0↓◇: n∴ 心知每泠

Figure4

体会 :

I维定量构效关系 (3⒐QsAR)是以配体和靶点的二维结构特征为基础,根据分子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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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变化钅分于间相互作用的能量变化将已知一系列药物的理化参数和三维结构参数与药效

拟合出定量关系,再以此关系预测新化合物的活性,进行结构的优化和改造。是一种间接设

计的方法:本文采用的是一种比较分子相似性指数分析法 (CoMsIA),这 种方法采用了立体

场、静电场、氢键场及疏水场。由于考虑了疏水场,包括了配体-靶点的主要作用,因此其

三维构效摸型更优。采用偏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后得到了 3D-QsAR方程。而三维等势图的

得出更加直观的展现了结合位点的三维势场。

这个 3D-sARs模型的成功建立可以为今后基于结构的 PLpr° 酶抑制剂设计提供很重要的

指导。

五、总结

通过高通量筛选,初始的先导化合物 1被发现。通过对其光学纯 R型异构体的合成和评

估,决定将该 R型异构体作为 SARS-CoV PLpro酶 抑制剂的先导结构。在没有任何结构信息的

前提下,最初在分子模型研究指导下的进行构效关系研究和系统修饰提供了有效的抑制剂

90。 这种抑制剂在 sARs-CoV感染的 VerO E6细 胞中表现了很强的酶抑制活力和抗病毒能力。

随后,抑制剂 ⒛ 与 sARs-CoV PLpro的 蛋白-配体复合物 x射线结构提供了 PLpr° 酶活性位点

的详细的分子相互作用模式。在 x射线得出的结构信息的基础上,进行分子对接和基于结构

的设计,发现了更加有效的抑制剂 2和 49。 为了探萦从分子水平探索抑制剂 2和它的衍生

物的结合特性,作者根据 2⒋sARs PLpro复合物的 X射线结构建造了一个活性模型。最后运

用计算机对接研究和比较分子相似性指数分析法推导出—
个 SARs-CoV PLpro的Ι维童效关

系模型。

通过对这篇文献的仔细研究,我对丁酶抑制剂的设计有了一个整体的认识,对 丁基 1· 结

构的药物设计也有了形象的体会。有了具体的实例,那些原来很生涩的知识,例如二维量效

关系模型的建立也变得相对好理解。一条药物设计途径可能会涉及到许多方法,它们各臼有

白己的应川范围,在有些情况下,将这些方法相互结合可能会达到更快更有效地药物设计的

效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