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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结构的药物设计案例分析 

                                ——运用 Biofragments 策略探索新型 CYP121 抑制剂 

阅读文献：M.E. Kavanagh, J. L. Gray, S. H. Gilbert, A. G. Coyne, K. J. McLean, H. J. Davis, A. 

W. Munro, C. Abell; ChemMedChem 2016, 11, 1924– 1935 

 

【研究背景】 

2014 年 WHO 发布的《全球结核报告》

显示，每年有 150 万人死于结核分枝杆菌

M. Tuberculosis 感染，并且耐多药和泛耐药

结核发病人数不断增多。在过去的 15 年中，

通过对结核分枝杆菌 H37Rv 的全基因组测

序和对比分析发现,其染色体DNA中存在多

达 20 种细胞色素 P450 的编码基因，表明其

在结核菌生长代谢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现

已证实报告如脂质代谢与合成、胆固醇利

用、呼吸链电子传递等。体内外实验发现，

唑类抗真菌药物能够通过抑制 P450 家族中

的 CYP121 起到对结核分枝杆菌的抑制作

用，从而证明了 CYP121 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潜在靶标。虽然唑类药物对酶的结合能力较

弱、选择性差、且已发现耐药菌株，使之不

利于结核病的长期用药治疗，但这反而引起

药物化学家们寻找新型CYP121抑制剂的兴

趣。 

英国剑桥大学化学系的 Christ Abell 课

题组近年来致力于通过基于结构的药物设

计(FBDD)来发现结核分枝杆菌 CYP 酶系

的抑制剂，并阐释酶的作用机制。因为该策

略具有速度快、可信度高、成本低的优势，

能以更高的几率发现苗头片段分子。有赖于

前人在 CYP 酶系领域的大量工作，现有足

够多的酶和酶-底物复合物的 X-ray 晶体结

构以供分析，这为运用 FBDD 奠定了基础。

Abell 教授建立了自己实验室的片段库，运

用片段连接法发现了多个先导化合物

(Angew. Chem. Int. Ed. 2012, 51 , 

9311-9316; J Med Chem, 2016, 59, 

3272-3302)。同时他也创新地提出了

Biofragments 的概念，以生源底物分子片段

作为初始片段，并成功地运用于新型

CYP126 抑制剂的设计，进一步提高了

FBDD 的命中率(ChemBioChem, 2014, 5, 

549-555)。本文则将具体介绍并分析该策

略在 CYP121 抑制剂设计上的运用。 

【文献概述】 

    在之前的工作中，该课题组已经报道过

一些 CYP121 的潜在抑制剂，但进一步研究

发现这些化合物的细胞活性并非最优，原因

包括渗透性不好或被主动外排等。这些失败

促使研究人员尝试新的研究策略。为了丰富

骨架的多样性，研究人员应用 Biofragments

的概念将CYP121的底物分子碎片化来构建

新的片段库，并意识到这样做还有助于认识

酶-配体识别的作用机制。 

1.片段库的建立与筛选 

    查阅文献发现，CYP121 也是一种环二

肽合酶，在细菌体内催化二肽 cYY 发生分

子内 C-H 活化，生成 mycocyclosin。cYY 是

由另一个在 CYP121 基因上游编码的酶

Rv2275 催化生成的主要产物，其他产物还

包括少量的 cYW 和 cYF。最近发现这两种

Figure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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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要产物也能与 CYP121 结合，其中 cYW

的环合产物已经得到。这三种底物结构上都

属于二酮哌嗪类，并至少含有一个 L-酪氨酸

残基。通过一些简单的切割和变换，研究人

员一共设计了 65 个商业可得、性质大致相

似的小片段作为片段库来筛选苗头化合物。

这些片段几乎都是一个芳环加一个极性脂

肪侧链或杂环的结构。(Figure 1) 

    筛选的第一步是运用热漂移检测法

(thermal shift assay)测量片段和 Mtb CYP121

复合物的变性温度 Tm，若比酶本身的变性

温度高出超过 1℃，即 ΔTm >1℃，则认为该

片段与酶靶标结合较紧密，可作为苗头化合

物。令人欣喜的是，有 7 个化合物满足此要

求(Figure 2)，其中 5 个是酪氨酸、色氨酸、

苯丙氨酸的衍生物，而另外两个化合物则是

吗啉环与苯基或苄基相连的结构。另外三个

化合物与酶的结合较弱，（ΔTm =1℃），其

骨架分别为环砜、四氢呋喃甲胺和苯基环丙

基羧酸。研究人员注意到，这 7 个命中的化

合物中，没有一个 L-氨基酸（但有衍生物），

也没有一个二酮哌嗪类底物的氨基酸衍生

物片段。而结合最强的是 D-色氨酸甲酯和

D-酪氨酸甲酯，ΔTm分别为 4.5℃和 3℃。 

ΔTm只能说明小分子和酶有相互作用，

不一定对酶有抑制作用，因此筛选的第二步

是用 UV/vis 分光光度法来检测这 7 个化合

物和CYP121的酶活中心——亚铁血红素辅

基结构的相互作用。其原理是当配体直接与

辅基中的铁离子络合或者间接地通过轴水

分子配体络合，会使 P450 光谱的 Soret 条带

的最大吸收波长产生红移。相反，若与辅基

的附近区域络合并取代轴水分子配体，而不

络合铁离子时，则产生蓝移。结果显示，只

有两个化合物与CYP121结合的光谱有明显

变化。其中一个化合物 1F 含有苯胺结构，

该类骨架之前已有文献报道。另一个化合物

D-色氨酸甲酯 1a 产生了 4.5nm 的红移。其

余的化合物，包括 D-酪氨酸甲酯都没有明

显变化，表明这些片段的结合相互作用一定

发生在辅基的末端，或是作用太弱以至于不

能影响静息状态下酶的活性中心。虽然在生

物体内，酪氨酸的二聚物 cYY 是酶的主要

底物，而含有色氨酸结构 cYW 只有很少量。

光学滴定实验测得，cYW 和 cYF 对 CYP121

的结合亲和力（Kd 值）和 cYY 其实是一个

数量级的。 

进一步研究不同的光谱现象，研究人员

判断红移是抑制剂样配体与血红素辅基发

生相互作用的特征，反映了 P450s 不活泼、

低自旋状态的稳定性。而 cYY、cYW、cYF

与酶结合都发生蓝移，说明蓝移是底物样的

光谱特征。因此 D-色氨酸甲酯不仅是能有

效地与酶活中心结合，还能起到抑制作用。

另外还发现，1a 与 CYP121 的结合时间异常

得慢，在光谱上反映为从 2nm 的红移到

4.5nm 需要 3min。这种较慢的相互作用在之

前任何的 CYP121 配体结构（苯胺、咪唑、

三唑）中都没有发现。故此，研究人员通过

底物分子碎片化成功得得到了一类潜在的

新型 CYP121 抑制剂骨架，能较慢地与酶结

合。 

2.苗头化合物的最小药效团 

能够产生红移的抑制剂是通过分子内

的孤电子对与亚铁血红素辅基相络合起作

用的。在 D-色氨酸甲酯中，有两处可能提

供孤电子对，分别是 α-氨基氮原子和吲哚氮

原子。由于在第一步的筛选中已经发现，1a

的甲酯结构是片段与酶络合所必需的。因

此，研究人员又合成一系列含有酯的结构的 
Figure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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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物来阐明到底是 α-氨基氮或吲哚氮起

结合作用。这些类似物的设计基于 cYW 的 

结构，即通过将二酮哌嗪环线性展开而得到

具体的片段类似物。(Figure 3) 

研究人员利用氨基氮酰胺化和吲哚氮

甲基化的方式来封闭它们的络合能力。结果

发现，当吲哚氮裸露而氨基氮被封闭时，

UV/vis 光谱没有任何变化；而当氨基氮裸露

后，就能产生 4~4.5nm 的红移，甚至吲哚氮

被甲基化的分子比没有甲基化的分子有更

小的 Kd 值。由此可见，是分子中的 α-氨基

氮原子络合了 CYP121 的亚铁血红素辅基。

当然，吲哚结构也并非不重要。将吲哚环替

换为酪氨酸的苯酚环后，该分子与酶结合的

光谱出现了微弱的蓝移，即抑制剂样作用翻

转为底物样作用。这与之前的研究结论相吻

合 

相比起氮杂芳环配体而言，脂肪胺结构

在可逆的 P450 抑制剂中并不常见，在报道

的 CYP121 配体结构中更是首次出现。氮杂

芳环配体对酶具有更强的结合亲和力是由

于它们有更好的亲脂性和 π-受体性质。然

而，脂肪胺是类不可逆 P450 抑制剂的特征。

这些化合物比起可逆抑制剂有更好的同工

酶选择性，并且前人在设计甾体生物合成抑

制剂时已有运用。所以研究人员猜测，他们

所发现的含脂肪胺结构的化合物可能对于

P450 酶系有很好的选择性。为了验证这一 

点，他们用 1a 筛选了除 CYP121 外 6 个其

他的 Mtb P450 酶，果然只有胆固醇氧化酶

CYP142 能与 1a 产生抑制样光谱(Figure 4)。 

3.苗头化合物的结构优化 

在对苗头化合物 1a 有了基本认识后，

研究人员开始了一系列常规的结构优化工

作。 

首先是对酯的结构研究。对甲酯进行取

代，包括羧酸、一级酰胺/硫酰胺、醇、胺、

氰基等等，发现都会影响与亚铁血红素辅基

的结合作用，具体表现为光谱条带无位移。

根据 cYW 线性展开的结构来改造甲酯，设

计了苯乙酯及其对映体 L-色氨酸苯乙酯，其

光谱学特征保持不变，且 Kd 缩小至

200±17μM，结合亲和力增强了 4 倍，表明

该分子需要一定的线性长度。配体对接模拟

预测，苯乙基酯的结构会与 CYP121 亚铁血

红素辅基最近的精氨酸残基 Arg386 发生相

互作用。之前已发现，Arg386 会以水分子

为桥，和酚羟基或二酮哌嗪底物的羰基形成

氢键网。这些相互作用有助于稳定 CYP121

与底物的结合，也对其催化机制非常重要。

并且无论是 D-氨基酸酯还是 L-氨基酸酯构

型，都能与辅基和 Arg386 产生作用，也都

能和 Phe168 与 Trp182 残基发生芳香堆积作

用。通过 CYP12-1 底物的 X 射线晶体结构

可以证明，这些芳环作用已被认为是

CYP121 活性区域的一个结合热点。这与实

验结果相吻合。 

继续用酰胺结构来取代酯，使其更加类

似于 CYP121 的底物。设计的类似物包括线

性展开的 cYW，以及两个假想的环二肽

cWF(cyclo-L-Trp-L-Phe)和 cWW(cyclo-L- 

Trp-L-Trp)的线性展开（展开方式同 Figure 

3）。这些类似物都有相似的红移现象和 Kd

值。 

接着，研究人员又设计了一系列酯的生

物电子等排体，探索化合物的刚性、极性，

以及酯与 α 氨基的相对位置对结合亲和力

的重要性。其中较重要的发现是，含硫的生

物电子等排体可以显著提高结合亲和力，无

Figure 3 

Figure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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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31 

Kd=16±2.4μM 

LE=0.27 

是硫酯还是硫酰胺。这可能是因为在构象

上，硫酰胺有一个烯胺的共振结构，平面性

更好。为证实这一点，将硫-烯胺的结构用

噻唑环固定后，发现结合亲和力又有进一步

的提升。这可能是电子因素和立体因素两方

面作用的结果。 

最后，研究人员以色氨酸-（2-苯基）-

乙硫醇酯为模本对两侧的芳环进行优化。苯

基可修改的空间不大，引入一系列含极性杂 

原子的芳环，如吡啶、苯并噻吩、苯并吡啶

酮等，都会使其失效，只有苯基-异恶唑基 

取代物略有提高。这可能是在硫酯附近引入

极性杂原子会干扰分子与 Arg386 的相互作

用。而对吲哚环的修改多次失败后，研究人

员发现引入溴原子可以大幅提高分子的结

合亲和力，同时也有不错的配体效率。最终，

他们得到了现阶段最优化合物 31，并用计算

机模拟了消旋体和CYP121两种可能的分子

对接模式，即直接络合(Figure 5b/c)与依赖水

分子的间接络合(Figure 5a)。 

另外鉴于最近有文献指出在他们的实

验中发现有 UV/vis 光谱现象与小分子的实

际结合情况不相符的例子，研究人员还对他

们的研究方法和结果进行物理计算的验证，

此处就不再赘述。 

 

【总结与思考】 

本 文 中 ， Abell 教 授 课 题 组 运 用

Biofragments 策略，以 Mtb CYP121 的生源 

 

底物片段为化合物库，利用热漂移检测技

术、UV/vis 光谱和光学滴定法，高效地筛选

出了一类具有可逆性、高酶亚型选择性的新

型 CYP121 抑制剂骨架，阐明了构效关系并

得到理化性质优良的先导化合物 31。 

单纯就实验结果来说，化合物 31 微摩

尔级的 Kd 值并不算理想，结构优化过程也

没什么亮点。因为就在今年上半年，Abell

教授利用片段连接法得到了更强效的唑类

CYP121 抑制剂，其 Kd仅为 15nm，配体效

率达到 0.41，看起来更有希望成为一种抗结

核药物，研究结果也发表在了 J Med Chem

上。但我选择报告这篇发表于二区杂志

ChemMedChem 的作品，是因为本文思

路上更具创新性。 

虽然 FBDD 技术的应用让人们看到

了告别“大海捞针”式新药研究的曙光，

但从一个最简单的芳环结构生长出一个

完整的药物分子，其中的计算量和不确

定性实在太大。因此，仍需要和传统的

药物设计方法相结合，先筛选出一个大

小适中的片段，再以此为基础进行生长

或连接。这样片段库自身的合理性就决

定了整个药物设计的合理性。我猜测

Biofragments的提出是基于Abell教授认

为一个小分子能成为药物的第一特性是

小分子与靶标的有效结合，那么毫无疑

问，我们最能确定的就是该靶标在生命

体内的底物是能有效结合的。以底物片

段或略微修改的底物片段为初始片段

库，显然十分合理。在 2014 年的开山之

作中，课题组已经以 14%的苗头化合物

命中率发现了新型的 CYP126 抑制剂

（虽然最终结果也是马马虎虎），这次

也以 11%的命中率找到了含有一级脂肪

Figur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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胺结构的全新骨架，并经过 4 轮结构优

化就拿到了先导化合物。J Med Chem 上

的成果虽好，但也没有跳出唑类抗真菌

药物的骨架。 

Biofragments 的另一大优点是，在开

发新药的同时，研究人员也对于生命体

内的靶标与底物间的关系有了直接的认

识。在以往的研究中，科学家们对 cYW

和 cYF 的研究并不多，因为它们的含量

实在太少。然而正是这微量的 cYW 中开

发出了新的抑制剂，而主要底物 cYY 的

片段对酶的抑制没有什么响应。这个发

现也能启发人们研究 cYW 和 cYF 在生

命体内的角色。 

当然，不能忽略的是 Abell 教授的这

两次尝试都没有得到最理想的结果。原

因是什么？我认为，也许片段库太合理

了也意味着对研究的局限性较大。第一，

小分子与靶标的有效结合是否是成为苗

头化合物的逻辑基础值得商榷。曾有人

提出过药物分子与靶标的结合时间可能

比结合紧密程度更加重要。并且小分子

与非酶活中心结合，通过改变酶整体构

象的方式也能起到抑制的作用，但研究

人员选择 UV/vis 光谱法就直接掐死了这一

类潜在的有效化合物。第二，需要考虑底物

本身的性质。若底物的确与靶标的结合是比

较松散的，作用较弱的；或底物在体内的含

量很高，不需要结合那么紧密，那么以这样

的生物分子被碎片化再改造成一个 Kd 值很

小的药物，概率也就降低了。 

再从该策略推广普及的角度说，我认为

也存在两个难点。一是生源底物分子的大小

和复杂程度要适中。底物太小，无从切断；

底物太大太复杂，碎片太多，工作量也不见

得能减轻多少。本文的研究对象是环二肽，

结构很规则，切出来的片段都是商业可得

的，适合这样的研究。二是非常考验科学家

对底物的切断方式。某些天然来源的药物分

子可能看起来比较复杂，但真正起作用的只

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如果以这样的分子为

底物，在切割时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去研究那

些较复杂的部分，那也不能成功。 

Biofragments 是对于原有分子生长法和

分子连接法的一个补充，其价值如何还不得

而知。最后衷心希望有更多研究投入其中，

完善这一方法，并运用于生产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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