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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配体相似性虚拟筛选新型微管蛋白抑制剂

Reference: Yi~Kun Chiang,su-′ ring wu et~al Generation Of"gand based pharrnacophOre

mode丨 and virtua丨 screening foridentiⅡ cauon of nOve丨 tubuⅡ n inhibitors with pOtent antica-

ncer activIty.J.凡〃ecy C幻em.2009,52,4221-4233.

一、论文概述

1.研究背景介绍 :

微管是一种具有极性的细胞骨架,由α,β两种类型的微管蛋白亚基组成的微管蛋白工
聚体头尾相接,形成细 K原纤维,13条这样的原纤维纵向排列所形成的中空圆梓体,在维持
细胞形态、细胞能动性、胞内运输以及有丝分裂 (构成中心粒 )中发挥着重耍的作川。在止
常情况下,细胞内 (红细胞除外)存在着微管蛋白聚合与微观解聚之间的动态的平衡。在动
物细胞有丝分裂过稆中,由微观构成的中心粒向我复制后纽成了细胞的纺锤体的两极,引 导
染色体分配到两个子细胞中,FAl此任何干扰微观与微观蛋白乏间动态平衡的冈素都会影响到
细胞的有丝分裂。也 Ll「kl为如此,微管与微管蛋白成为抗肿瘤的靶点之一,并且在癌症治疗
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最近的儿十年中,很多作川于微管的天然产物 (图一所示)被发
现,如秋水仙碱 (co丨 chicine)、 埃溥霉素 (epothil。 ne B),其中有一部分已广泛应川 T临床 ,

如紫杉醇 (pacI№ xel)、 考布他 JˉA4(combretastaun A4)以及长养地辛 (vindesine)。 研
究发现,虽然这些大然产物都足通过阻止有丝分裂最终导致细胞凋亡,但其作用位点不尽相
同,人致可以分为两类:微管去稳定剂,主耍是抑制微管蛋白聚合形成微管,包括κ养碱、
考不他 Jˉ 和秋水仙碱竿;微管稳定剂则是阻丨卜微管解聚成微管蛋白,主耍包括紫杉烷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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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些
作用于微管或微管蛋白的天然产物结构 其屮BPROLO75是 作者所

称CA4)过 行类似物1攵
j± j⊥ fi屮 发现的 个F.效广讲的化合物

仵课题组刈combretasta刂 nA4(以 卜简

尽管紫杉醇、 K吞地衤分刖对卵巢/孚L腺癌和灿⒈癌有高效的治愈作川,亻Ⅰ!足 i氯 i孚 性、低
′L物利川庋、乡趸嗣药性及高成本足其而临的严峻挑战。冈此寻找浙的高效低苻的抗肿瘤药

Co丨 Ch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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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娑趋势。最近的研究显示,作川 J1秋水仙碱结合位点的微管去稳定刹除 了具有抗有丝

分裂作∫}J外 ,还通过将不lL常脉管系统中的微管解聚来阻断肿瘤细胞血液供应以及改变内皮

细胞形态来切断肿瘤细胞养分供应最终引发肿瘤洲亡。这将提供 r一种治疗癌症的新途径 ,

并且将圩X合其他血管生成抑制刹应川 T临床。

作肖所在课题纽 112004年在 《Cancer Research》 杂志上发表了一类以苯甲酰吲哚为卅

核的化合物,其中化合物BPROL075(图一)与秋水仙碱结合位点具有高度亲和力,预计明

年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

2.研究方法及过程

作肖主耍采川的是基于药效基团的虚拟筛选。基本流程如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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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基于配基类似性虚拟筛选的一般流程

2.1小分了准备及产生构象

作者通过前朋对cOmbretastaun A4结 构改造过程中,积累了一系列的具有苯甲酰吲哚母

核的化合物 (如 图二),从中选出21个对KB细 胞细致活性从1.2nM到 6000nM的 结构类似的

化合物,以此作为训练样本集 (trainingˉ set)。 这21个化合物的工维构象均由Ⅵsua|泛er

modu|ein CATALYsT4.10转 换成二维立体,并在2O-250kcaVm引 能蚩范围的分子力场通过

CHARMM搜寻局部能蚩最小值的构象作为最优构象进入下—
回合。

1∶ R1〓 CH2○ HR2:H  12nM
⒉ R1〓 C○○Me R2=H  55nM
⒊ R1=(CH2)4○HR2=H 66nM
4∶ R1〓 (CH2)2CH3R2〓 H 11nM
⒌ R1〓 HR2〓Me       34nM
6∶ R1〓 (CH2l。 Me R2=H  38nM
7∶ R1〓 HR2=(CH2b0H  55nM
⒏R1〓 HR2=(CH2ls0H  70nM
⒐R1〓 HR2=(CH2)40H  75nM

⒑民驯R2〓 H2c^N〉 93nM

11∶ R1=HR2〓 (CH2)2Me 180nM
12∶ R1〓 HR2〓 (CH2)2N(Me)2HC1200nM

1⒉ R1〓 HR2〓(CHD2N(Me、 HC丨 200nM
13∶ R1〓 HR2〓S02Ph       2oonM

⒕民=H盱 vK` znOnM
1⒌ R1〓 HR2〓 -PhN02    29onM
16∶ R1〓 HR2〓 (CH2〉 4Me    350nM
17∶ R1〓 HR2〓 (CH2)3N(Me)2 1700nM
18∶ R1〓 HR2〓 (CH2〉 2N(Et)2  1800nM
1⒐ R1=HR2〓 (CH2)6N(Me)2 2100nM

⒛民=H盱 叩̌ S'。 ioo涮

21∶ R1〓 HR2〓 (CH2〉 4N(Me)2 6000nM

图二 训l练样本集中的21个化合物结构及其针对KB细胞生长的IC50

2.2由活性分子产生药效基团假设

迪过HypoGen(CATALYST4.10)对 这21个化合物进行分析,初步得到四个结构特征 :

疏水 l×
(hydrophObic feature,HY)、 芳香疏水区 (hydrOphObic arOmaUc group,HYA)、 氢

键供体 (hydrogen bond donor,HBD)以 及氢键受体 (hydrOgen bond accepto1HBA),经

过HypoR刨ne对其进行优化,增加exc|uded vo|ume feature(EX,表 示没有原子)来提高药

效基团假设的准确性,其他参数为默认参数。

2.3优化、修改药效基团假设

从符合没定产 :卜:的药效基团假设屮选取排名前 卜位的进行进 ˉ
步 f沟评价,每个药效团假

设 (tOta丨 cost)LjlLl想枝Ⅱ刂得分 (nu|丨 cOst)之问的荜值 (Δcost)最人为82.279,最 小为

67,04(此分数越人越好 ),均 人丁60,代表明了这些药效团假设统计叫夕显荠性差畀在90%
之⒈。均疗根偏并 (rmsd)在0.853~1478乏 间,租 |天 系数在0.885~0.963之 闸。而其中Hypo1
(hypOthesis1)的 符顶指柄1∶d∶这10个 屮是最好的,其中含有1个 HBA、 1个HBD、 2个 HY、

1个 HYA以 及2个EX,丨 91此将该药效回|n艾 设作为 卜 步的评估n勺刈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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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评估、生成药效团模型

241 训练样本集分子活性预测以及与Hypo1空 间契合。

针对训练样本集中21个化合物,作者分别进行了活性预测,发 l,mu活 性预测值与实际测
甘值基本在同一数蚩级内,误并因子 (error factOr)在 -s4叫 ,5之 间表面有良好的吻合。此
外,作者从这21个化合物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二个化合物1,4以及17,分别代表了高活性、
中符活性以及低活性二个层次与Hypo1进 行空间的重叠,来检测其吻合的情况 (如 图四所
示 )。 从图中可以吞到,高活性化合物 1⊥jHypo1契 合的效呆 |卜常好,苯环作为HYA、 苯环上
的双甲氧基作为HY、 吲哚环上的NH作为HBD以 及侧链的烃甲基上的氧原子则作为HBA,而
化合物4和化合物5则分别缺失了HBA和 HBD结构特征,这也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HBD特

征在保持其活性上的重耍性。

图四:Hypo日 及其和化合物1(a)、 “b)和 17(c)的 契合图。紫色代表HBD,绿色代表HBA,蓝色代表HY(HY1&HY2),

⒕ ∶

色

:l∶讠fll∶;督刂氅寥
漏 浼

采川Fischer随 机性实验对Hypo1进 行统计学可信度考察显示Hypo1的 获得不足偶然随
机的。同时,选取另外 一个含有22个 (化合物2⒉42)化合物 (图π所示)的训练样本集进
彳了活性的预测,发现实验预测值与实际测蚩值在同一个数章级内,而且高活性的化合物基本
上都符合Hypo1的 结构特征,低活性的化合物都确实HBD结 构特征,这再次从侧面证明了
HBD在保持高活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2⒉ R1=CH2COoCH2CH3 R2〓 H
23∶ R1=(CH2)4CH3     R2=H
24∶ R1〓(CH2)6CH3     R2=H
25∶ R1=CH2N(Me)2     R2=H
2⒍ Ri=(CH2)5CH3     R2=H
2⒎ R1〓H  R2〓 CH2CH3
2⒏ R1=H  R2=CoOCH2CH3
29∶ R1=CH2CH2CH2OH  R2=H
30R1=H  R2=Phˉ OCH3

引 Ri CH3盱 H2c/^ND

3⒉ RfH  R2= qN飞
⒔民=H 盱 H9cˇo

器黜茹 髯二⒏⒙钆怡∈%;器:泔

强民=H盱 够̌ 0o砀 M

瑟影:8七 髯二黜￡抟梵
MΦ2韶惴

⒚ 民 爿 R厂 H2C^D 
硐 6nM

40∶ R1=H R2=(CH2)5OH       455nM

钔:民叫
H∶扛::℃  500涮

42∶ R1=H R2=(CH2)5N(Me泛   1800nM

39nM
143nM
378nM
4975nM
573nM

64nM
73nM
92nM
207n、 1

222nR刀

237nA/l

280n丨、1

图五:化合物22彳2结构及其针对κB细胞生长的IC50

2.5数据库搜寻 (虚拟筛选 )

作者利川药效团模巧u Hyp。 1从 ChemDⅣ ( 个含有 130000化 合物的库进行 )数据库
中筛选中 1000个符介耍求的分子,并将可能与微管生白结合位点冲突(m咆 ht dash wⅡhthe
tubulin binding site)的 化合物排除,选 中 142个化合物来进行抗增值活性研究。以人口腔
鳞状癌 KB细胞作为对象,丿 1有化合物 43,44,45和 46这四个化合物 (图 六所 /lx)的 丨C50
(10uM,分 别为 0187,2.0,3,0和 57uM。 /J对这 l/q个化合物 !j Hypo1进行索命的过稆
中,发现 43的木环 ∫j HΥA亟叠,酰胺键⒈的羰 ll则 |j HBA亟 介,氦基上的氢∫j HBD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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苯环上的两个氯则代表了 HY特征 ,这也与之前报道的微管蛋白抑制剂的重要特征相符一
凵
 一
凵

k`卜
F夕

′̀̀̀
(∶∶)冫

Me`。

44

图六:Hypo1与化合物43叠合图,以及43、 婀 、45、 46的结构.紫色代表HBD,

HY(HY1&HY2),红 色代表HYA,黑色代表EX,表示没有原子。

2.6化合物43生物活性测试

选择化合物43作为最终候选分子,对其进行抗增殖活性研究,结果显示,化合物43对

KB细胞、MCF-7细胞、NCl-H460细胞以及sF-268细 胞等癌细胞具有较好的抑制活性,IC50
分别为187nM,236nM,285nM以 及319nM。 同时分三个方面来证实其活性。

2.6.1 将KB细胞用不同浓度的化合物43培养24h后 ,通过流

式细胞术 (刊ow cytometry)检 测到G⒉M期细胞明显增

加 (空 白中,G⒉M期细胞数 I!∫ 12%左右,G0-G1期丨吁

63%;400nM下 ,G⒉M期细胞占55.6%,G0-G1期 I1ˉ

10%;800nM条件下,G⒉ M期细胞占70%,GO-G1期
占1%不到。同时用400nM的 化合物43培养KB细胞 ,

在不同时间检测各阶段细胞所占比例,发现G⒉M期细

胞所占比例从开始不断增加,到 16h达 到最大值 ,

16h-S2h开始递减。以上两项数据表明化合物43的确抑

制了KB细胞的有丝分裂,并且在细胞凋亡之前发挥抑

制作用。

2.62 为了进一步证实化合物43确实属于微管蛋白聚合抑制

剂 ,将不同浓度的化合物43同含MAP(微管相关蛋白)丰富的未聚合微管蛋白体外

培养,与∞丨chione(秋水仙碱)对比,然后将微管蛋白提取纯化后在350nm处测定

吸光度,得到其丨Cs。为4,4uM。 证实,化合物43同秋水仙碱有着相同的作用。

263 类体内 (in vivo-丨 ike)实验评价其抗癌活性

选取人苴肠癌HCT116异种移植物作为组织培养,分别用不同浓度的化合物43处理

癌组织,免疫荧光法观测组织切片中发现随着化合物43浓度的增大,增殖状态的癌

细胞逐渐减少,而在100uM条件下,绝人多数细胞都处于未增殖状态。

2.7Hypo1、 化合物43同秋水仙碱结合位点的对接。

为了更近一步讠u实来源干CS|s(co丨chione s№ inhib№ rs)的药效团模型Hypo1的正确

性,作者将文献中报道的秋水仙碱与微管蛋白的结仓位点同Hypo1进行对接,发现Leu24⒉

Leu248,A|a250,Leu255以 及A|a316组成的疏水 l×∶!jHY1、 HY2以及HYA相 匹配,而Thr179

作为HBAljHyp。 1的 HBD丨×相吻合 ,Asn101侧链则作为HBD「JHypo1HBAl× 域符合。而EX1
5

46

绿色代表HBA,蓝 色代表

撂

鹈睾:|∶

i∶∶i!∶觏:l∶;ii丨丨i畀出鞣毳箦醐 鬈阝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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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EX2处被则被Arg253和 Asn249占据 (如 图七a所示 )。

Cvs241

亠;攵Ⅱ⒈
鹾 螅

泸∷坻

图七 a)Hypo1与秋水仙碱结合位点对接图 b)化合物43与微管蛋白对接图.图 a中 紫色代表HBD,

绿色代表HBA,蓝色代表HYlHΥ1&HY2),红色代表HYA,黑色代表EX,表示没有原子。

接下来,为 了更好地说明化合物43与微管蛋白之间的相互作用,作者采用GOLD3.2程
序对化合物43与微管蛋向结构模型 (微管蛋白与秋水仙碱复合物的晶体结构来源于PDB,
COde1sA0)进 行对接 (如图七b所示 ),Go⒗ s∞ re子程序进行对接后的打分,最终选择打
分最好的对接结果作为最终的结呆。结果表明化合物43酰胺键上的NH(HBD)和O(HBA)
通过两个氢键分别与微管蛋白上Thr179(HBA)、 Asn101(HBD)两残基相连接,键长分
别为2.89和 3.05A。 化合物43结构中的二氯苯环及噻唑环与Leu248,Leu255,Ala316以及
Asn258组 成的疏水口袋乏间有较好的匹配,⒌甲基味喃与Asn249,Lys254,GIn11纬合紧
瓿

这两项实验从侧面矿湖佻 溪诵鲐艹堑黎警泯 ,是经受得起实践考验的。

3.研究结果

通过构建的药效团模型Hypo1虚拟筛选出具有较好抗癌活性的化合物43。

二、心得体会

这篇文献是—
篇典型的基于药效团模型来虚拟筛选发现先导化合物的文章。结合 《药物

设计学》这门课程,我谈谈我对于这篇文章的看法。

1,在微管蛋自与秋水仙碱复合物蛋白晶体学结构已知的情况下,作者并未以基丁靶点结构

分子对接的思路进行筛选,而是选用以21个化合物训练样本集,构建药效团模型,以此

药效团模型来进行虚拟筛选,或许原囚是有人已经报道出了用分子对接方式筛出了一个
丨C50到达82uM的 杏耳酮结构的先导物,而用配基类似性筛选目前还没有人

但是毕竟基于配体相似性的虚拟筛选不如基 l二靶点掣i构 的分子对接筛讠

也用到了分子对接但页限于最后的候选分子43,来更进一步验证其与微管蛋白乏间的相
互作用。总的来说,基于靶点结构的分子对接可以减少基于配体相似性的虚拟筛选方法

中药效基团模型与实际靶点结构不匹配的可能性。

2 在构建药效团模Ⅰu时选择的21个 以苯甲酰吲哚为母核的化合物 (121)结构上变化十分

微小,只是针对 T吲哚环上R1,R2上选取不同的取代基,苯环上的四个甲氧基丝毫未动 ,

H~所有的化合物都楚单取代 (要么R1是氢原子,换不同的R2取代基;耍么是R2为 氢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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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不同的R1取代基 ),取代基之间大多数是链长短的不同,其电性囚索没有太多的变化。

接着作者用产生的Hypo1对另外21个化合物 (2⒉42)依 旧楚以苯甲酰吲哚结构为母核
来进行活性的预测来验证Hypo1的正确性,这样难免会导致结果兕现出一定程度的必然
性。—

个好的药效Efl馍型的构建应当含有各种骨架的化合物,尽管说这样以来化学合成
方面I作簟将会加人,但是最后得到的结果肯定是十分出色的。

3.作者用构建的Hypo1筛选了ChemDⅣ化合物库,从 130000个化合物中最终找到了符合

要求的1000个化合物,用视觉分析 (五倍律等)排除不合理的化合物最终得到142个候
选化合物进入实验筛选阶段,其中只有4个化合物丨C50(10uM,最 终拿到了化合物43

作为最终候选分子,lC50〓 187nM,但是并没有较之前他们改造CA4得到的BPROL075
的活性好 (36± 1~8nM)。 尽管如此,作者宋破了原苯甲酰吲哚母核的限 到了一

e坌新的具有抗有丝分裂活性的结构骨架眵戤认为作者在 卜一步的I作中可以此为先
导,对其进行结构修饰和优化以及进行遛ˉ步的动物实验。

4.在对化合物43进行的活性测试中,分别用体外细胞水平,体外蛋白水平以及类体内的组

织培养等三个实验最终确定化合物43是一种高效的微管蛋白抑制剂。而之后采用的对接
则是进一步阐述了化合物43的作用靶点。

5.从秋水仙碱,CA4的结构来看,都含有三甲氧基取代的苯环,而且从Hypo1分析来看 ,

似乎这二个甲氧基对于这类微管蛋白抑制剂在活性维持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迫踪这方

面的类似文献,发现对于此类多取代苯基Π弓}哚为母核的化合物在研究其微管蛋虍l抑制活

性方面均保留着苯环上的三个甲氧基。Si-yan uao口 l等报道的一类以苯硫酚吲哚为骨架
的化合物 (F图骨架 一),当 Rs△ R5为二甲氧基取代的活性明显较未取代的强;Rui wulzl

等报道的骨架二 (如下图),依然保持三甲氧基苯的特性,其对SMMC-/721细 胞的抑制
水平达到0.4uM。 而Jing Chenlsl等 对作用在秋水仙碱结合位点上的具有抗有丝分裂活性
的化合物做构效关系进一步说明了二个甲氧基取代的苯环是这类化合物的最重要的重

耍特征。本文作者最后筛选的化合物43中 对二氯苯的结构片断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结构特

征来取代上述的三甲氧基苯片断,为进—
步的结构修饰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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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总的来说 ,我认为本篇论文的亮点在于化合物43的结构新颖性以及作者针对于化合物43

的活性所设计的—系列的活性证实实验,这点将为以后的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不错的数据

基础。而之前的药效团模型构建部分相比起来则显得逊色,△要原囚还是在丁样本训练

集中结构骨架的单一
l± 。

文章反映作者的I作量,本篇文章作者的 E作范畴包括合成 (课题组积累 )、 建药效团、

对接、活性测试, 匚作甘是值得称赞的。这也反映了当代药物化学家寻找具有新骨架先导物

的—般过 T·T,即筛选 (甚 于靶点或基于配基 )、 活性测试、结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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