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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创新与反向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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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创制新药是个性化的分子操作, 各自都有难以复制的研发轨迹。将活性化合物转化成药物的过程, 几
乎是在没有规律性、没有周期性变化的混沌系统中进行的。自 21世纪以来上市的新分子实体以首创性药物占主
导地位, 跟进式药物明显减少。研制首创性药物风险大, 并贯穿于始终。为了突出首创性乃至唯一性的新药, 反
向思维的策略和方法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惯性和从众性的正向思维往往导致同类新药的聚集, 从事物 (如靶
标或效应) 的反面或对立面考察、探索和研究, 有可能另辟蹊径。本文试图用阿片受体拮抗剂依卢多林、HSP90
激动剂、hERG通道激动剂、大环内酯类胃动素激动剂、共价键药物和超小分子药物等一些实例阐述反向思维的
策略运用。 

关键词: 反向思维; 阿片受体拮抗剂; HSP90激动剂; hERG通道激动剂; 共价键药物 
中图分类号: R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3-4870 (2016) 03-0325-07 

Drug innovation and reverse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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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ug innovation involves an individual molecular operation, and every new molecular entity       
features a hard-duplicated track of R&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n active compound to a new medicine        
carries out almost in a chaotic system devoid of regularity and periodic alteration.  Since new millennium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drug innovation has been occupied by the first-in-class drugs, yet the number of launched 
follow-on drugs has been distinctly decreased.  The innovation of first-in-class drugs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risk throughout the whole process.  To achieve initiative and uniqueness of drug discovery, the strategy and 
method of the inverse thinking might be a feasible way, because the inertial and conformity thinkings in drug 
discovery normally lead to ensemble with similar drug category.  However, the study from the flipside or opposite 
of things (e.g. targets or effects) brand new routes might be opened.  This article is to describe the strategy of 
reverse thinking in drug discovery by some examples including opioid receptor antagonist eluxadoline, HSP90 
activator, hERG channel agonist, covalent drugs, and ultra-small dru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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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五重大新药创制”倡导和鼓励研制首创

性药物, 标志着国家发展到新的水平, 也体现了当今
临床与市场对新药的需求。本世纪以来的跟进式新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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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减少, 彰显了首创药物的主导地位[1]。以靶标为

核心的药物创新模式, 是以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基础
研究为引擎, 发现新的生物功能分子, 过渡到以化学
生物学为主导的探针与靶标分子的互动, 再引申到
与药物化学对接, 进入新药研发的轨道。在这探针−
先导物−候选物−新药批准的全过程中, 靶标的确证
贯穿于始终。这是一条“定型”的主流研发模式,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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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不拟展开讨论, 而是从另一角度探索研发新药的
思路。 

在创新思维中有一种方法叫做反向思维 (亦称
逆向思维), 是对已成定论的司空见惯的事物或观点
反过来思考的一种思维方法, 即思维向相反面或对
立面进行探索。人们在解决问题时, 往往习惯于按照
熟悉的常规思维路径去思考, 这种从众的趋向就是
正向思维, 形成思维定势。例如某靶标蛋白的高表达
与某疾病的发生相关联, 多数人会在思维定势驱使
下, 思路、策略乃至方法不约而同。其实, 实行反向
思维有时也能得到意想不到的结果。本文试举几个实

例讨论运用反向思维进行新药研究的模式。 
1  阿片 δ受体拮抗剂—依卢多林治疗腹泻型肠易激
综合征 

提到阿片受体, 人们就会联想到镇痛药的研究。
其实阿片受体 (包括 δ、μ和 κ等亚型, 这里不深入展
开) 参与镇痛、抑制肠胃蠕动、呼吸抑制、心肌保护
和免疫反应等多种生理活动。除呼吸抑制外, 引起这
些生理表型的变化对于新药研究而言, 是正能量还
是负能量, 取决于药物研发的目标。内源性配体例如
脑啡肽或药物 (如吗啡) 可以作用于不同部位的受
体, 对中枢神经的阿片受体是调节痛觉, 对外周的受
体例如可抑制胃肠道蠕动。所以, 以镇痛为目标的阿
片受体的选择性激动剂, 需要消除对消化道蠕动的
抑制作用, 避免引起便秘的不良反应。但从反向思考, 
若只抑制肠道的阿片受体, 并且避免进入中枢, 可成
为没有镇痛和成瘾性的治疗胃肠道功能紊乱的药物。 

强生公司设定的研究目标是口服的阿片受体拮

抗剂, 作用靶标是肠壁的阿片受体, 最好不吸收进入
血液循环, 更不要穿越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的非肽化
合物。他们以内源性配体脑啡肽 (1, enkephalin) 为
起始物, 经结构优化和构效关系研究, 最后研制成功
了依卢多林 (2, iluxadoline), 成为首创的对阿片受体
μ 激动、δ 拮抗的双重调节剂, 口服治疗腹泻型肠易
激综合征[2], 于 2015年 5月 FDA批准上市。 

依卢多林是阿片 δ受体小分子拮抗剂, 完全消除
了镇痛作用和成瘾性, 相对分子质量为 556, 比通常
的阿片受体激动剂分子尺寸大, 但研发者不介意分
子量加大, 因为药物不需要穿越血脑屏障 (大尺寸
分子不易穿越), 指望穿肠而过的局部作用或更为有
利。此外还在分子中加入了游离的羧基和氨基, 从而
在体内形成两性离子不易被细胞吸收 (这对于口服
吸收的药物是非常禁忌的, 因为极性过强难以穿膜
吸收), 这个性质满足了作用于肠壁膜受体的要求 , 

局部作用而起效, 生物利用度低, 可将不良反应降低
到最低限度。依卢多林成为反向思维指导下的成功的

范例[3]。 
 

 
 
2  HSP90激动剂—特拉唑嗪缓解脑卒中引起的损伤 

热休克蛋白 90 (HSP90) 是在对细胞产生损伤    
的多种外在刺激下, 细胞产生的一种应激蛋白, 对机
体发挥很多重要的作用, 最主要的是以“分子伴侣”
的身份出现, 对其他蛋白质和多肽起稳定化作用。
HSP90 还能使发生构象错误的蛋白质恢复正常, 并
降解严重损伤的蛋白质等。 

肿瘤细胞中存在高表达量的 HSP90, 可能是由
于肿瘤细胞的不断增殖需要它作为分子伴侣, 通过
对效应蛋白构象的稳定化, 维护和稳定肿瘤的增殖
过程, 因而研发 HSP90 抑制剂成为创制抗肿瘤药物
的活跃领域。 

另一方面, 脑中风患者的缺血区 ATP 匮乏是脑
损伤的始动因素, 而神经元内蛋白质翻译停滞是脑
缺血引起迟发性神经元死亡的标志。研究表明, 高表
达的热休克蛋白可以对抗和消解缺血区的两大变化: 
蛋白质翻译停滞和 ATP供给匮乏, 抑制细胞凋亡和坏
死, 其机制与抑制异常蛋白聚集、减少细胞毒性相
关。因此, 诱导热休克蛋白表达有益于脑缺血的保护
作用。这样, 对 HSP90蛋白的抑制或激活, 分别成为
抗肿瘤药物和神经保护药物研究的两个相反的方向。 

基于此 , 刘磊等 [4]从分子生物学入手 , 用
Affymetrix 基因芯片比对正常果蝇与致凋亡基因的
果蝇表达谱, 再将差异基因输入到基因表达谱数据
库 (connectivity map) 中, 与小分子药物引起的基因
变化进行匹配, 找到 25 个药物, 用这些药物分别饲
养果蝇, 其中 α-阻断剂特拉唑嗪 (3, terazosine) 提高
了果蝇的存活率, 是由于抑制凋亡的缘故。进而研究
发现特拉唑嗪也抑制哺乳动物细胞凋亡。 

为了解析特拉唑嗪的作用环节和机制, 合成的
探针分子是它的类似物 4, 4是将特拉唑嗪的喹唑啉环
的 N1 用 CH 置换, 变为喹啉环母核, 分子的其他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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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不变。实验表明 4没有 α-阻断作用, 但仍保持抗凋
亡活性, 说明 3不是经阻断 α受体的机制起作用的。 
 

 
 

用生化方法证明特拉唑嗪结合并激活了磷酸甘

油酸激酶 Pgk1, 促进 ATP的释放, ATP提高了 HSP90
的伴侣蛋白 (ATP酶) 活性, 导致 HSP90促进了对应
激因子的抵抗。特拉唑嗪对果蝇、小鼠和大鼠的氧化

应激和脑缺血都有保护作用。这个实例说明了基于对

热休克蛋白研究的反向思维, 从基因谱比对到动物
实验的概念验证, 涵盖了蛋白表达、酶动力学、细胞
生物学、探针合成、晶体结构解析 (图 1) 等内容, 作
了大胆的假设和科学的求证。由于特拉唑嗪已是临床

常用的药物, 或许直接成为治疗或缓解脑卒中引起
的损伤的药物。当然, 也可以作为高起点的先导物, 
保持活性的同时, 优化结构以利于进入中枢神经系
统的药代动力学性质。 
 

 
图 1  特拉唑嗪与 HSP90结合的模式 
 
3  激活 hERG钾通道—治疗心律失常的潜在靶标 

心肌细胞膜上由 hERG 基因表达的钾通道在心
脏动作电位的去极化过程起关键作用, 这在很大程
度上是由于该通道有独特的门控特征, 即较慢的活
化和迅速的电压控制去活化过程。化合物抑制 hERG 
钾通道可引起心律失常, 心电图呈现 Q-T波延长, 表
明心室从开始的去极化到最后的复极化之间延长了

时间, 严重时可引起猝死。 
新药研究中由于较常遇到抑制该通道的化合物, 

而且也不限于作用于心脏药物 (例如抗过敏药物特
非那定和西沙比利等, 因严重的心脏事件而停止使
用), 因而在新药的早期研究阶段考察化合物对 hERG
通道是否有抑制作用已成必须实验的项目。 

统计学表明对抑制 hERG 通道的化合物大大多
于激动剂, 这是因为抑制剂大都结合于通道的内腔
中, 而且亲和力强, 阻止了钾离子的传输。而激活剂则
结合于通道的门控处, 是个取决于电压的迅速去活
化过程, 调节钾的内流, 对分子结构有特异的要求[5]。 

人们由于惯性思维 , 往往期盼化合物远离对
hERG 通道作用, 避免对该通道的作用, 以至于较少
从激活 hERG 通道入手, 研究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 
例如治疗 Q-T 延长综合征等。不过一些公司已经注
意到 hERG激活剂的研究, 如安万特公司研究了化合
物 RPR-260243 (5)[6], 通过减低去活化和显著减缓通
道关闭速率而加强了电流。用丙氨酸扫描突变技术证

明化合物 5结合的位点是胞浆末端的 S5域的 Leu553
和 Phe557以及 S6域的 Asp658和 Val659残基。分子
模拟提示其结合模式与抑制剂显著不同。此外, 辉瑞
公司研究的化合物 PD-118057 (6)[7]和雅培公司研究

的 ICA-105574 (7)[8]等都是 hERG通道的激活剂。虽
然迄今未见有临床研究的报道, 但循此反向路径不
失为创新领域的探索。 
 

 
 

4  胃动素激动剂的研究 

胃动素 (motilin) 是由十二指肠和空肠黏膜的内
分泌细胞合成的内源性激素二十二肽, 通过作用于
胃幽门窦和十二指肠道细胞的胃动素受体, 引起平
滑肌收缩, 并且通过周期性释放胃动素调节胃肠移
行性复合波 (MMC)。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红霉素 (8) 的不良反应是刺
激胃肠道的蠕动、引起恶心与呕吐等, 因而后继的大
环内酯消除了该不良反应。研究表明, 这种不良反应
非常类似于胃动素的生理功能, 是由于与胃动素作
用于同一受体。 

研究表明, 12 和 16 元大环内酯对胃动素受体的
活性很弱, 只有 14 元环的红霉素具有这种胃肠道动
力刺激作用。从反向考虑, 若利用红霉素这种类似于
胃动素的药理作用, 有可能研制出新结构类型的胃
动力药, 当然就需要消除它的抗菌活性。为实现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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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研究, 就需强化原有的副作用, 扬弃抗菌的主作用, 
进行主副作用的升降转换。 

红霉素 (8) 在酸性条件下, 6位羟基与 9位酮基
发生羟醛缩合, 生成环状半缩酮 (9), 后者与 12位羟
基失水 (10) 形成两个四氢呋喃环化合物 (11)。化合
物 9 和 11 失去了抗菌作用, 提高了对胃肠道动力刺
激作用。因而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和泰利霉素的结构

都避免了羟醛缩合的发生。 
实施反向研究, Omura 等合成了红霉素的改构    

物 , 伊屈西诺  (12, idremcinal)[9]、米特西诺  (13, 
mitemcinal)[10]都在大环上嵌入了二氢呋喃环, 显示
胃动素受体的激动作用, 虽然这些候选药物迄今未
进入 III 期临床阶段, 但不失为反向思维驱动创新药
物的探索。 
5  共价键药物 

药物与靶标发生共价键结合所呈现的药理作用, 
由于结合键稳固, 大都为不可逆反应, 产生持久性作
用。构成体内所有的成分都不含亲电性基团, 核酸、
受体蛋白、酶、脂质乃至辅酶都含有亲核性基团或片

段, 因而可发生共价结合的药物分子中都存在程度
不同的亲电性基团。 

最早的共价键药物多为抗癌或抗感染药物, 因
为是以杀灭或清除外来的病原体为目标, 所以用烷
化剂类抗肿瘤药物 (如氮芥和磺酸酯类)。这些药物
有较强的亲电性而缺乏选择性, 广泛的脱靶作用成
为敌我不分的“虎狼药”, 引起显著的毒副作用, 现
大都已停用。也因此, 药物化学家长期以来回避共价
键药物的研制, 特别是针对调节机体组织器官功能
的所谓药效类药物 (pharmacodynamics, 为化疗药物
chemotherapeutics 之对) 是绝对要规避的。 

随着有机物理化学、结构生物学和计算化学的发

展, 发明了一批不限于用作化疗的共价键药物, 其来
源或是幸运发现或是理性设计, 都意味着共价键药
物的复兴, 现实状况不应再坚守拒绝含有亲电基团
的惯性思维。作者以为把握两个环节是研制共价键药

物的关键: 一是亲电基团在药物结构中所处的位置
和连接的环境, 另一是电性的适度, 即药物的亲电性
与靶标的亲核性的适配, 无过 (避免脱靶作用) 无不
及 (稳固的共价结合)。换言之, 在适宜的位置 (形状
契合、取向正确、距离合适) 发生“不温不火”的键
合作用 (强度匹配)。以下列举有代表性的共价键药
物, 简要解析其成功之所在。 
5.1  阿司匹林  百年前发明的阿司匹林, 自 20 世纪
70 年代发现前列腺素的功能后, 揭示其作用靶标是
抑制环氧合酶 (COX), 阻止了下游的血栓烷A2的合
成, 带来了防止血栓形成的新用途。阿司匹林是不可
逆抑制剂, 结构中的乙酰基将 COX的丝氨酸乙酰化, 
发生共价结合。从有机化学视角分析, 在温和条件下
高效率发生的这个酯交换反应, 似乎难以想象。其实, 
由于乙酰水杨酸在酶活性中心的残基协同作用下 , 
提高了乙酰基的亲电性, 也提高了丝氨酸羟基的亲
核性。图 2a是阿司匹林与 COX活性部位的晶体结构
投影图, 显示了苯环的 π-π 叠合, 羧基的静电引力, 
乙酰基的氢键结合, 分子中似乎没有多余原子, 原子
效率极高。图 2b是阿司匹林与 COX结合的示意图和
形成共价结合的过程。 

阿司匹林至今没有跟进的药物, 是不可替代的
“me-only”药物。阿司匹林的发明者 Hoffmann当初
不会想到为缓解其父的关节炎疼痛而合成的阿司匹

林是如此之完美, 以至于迄今无法超越 (no-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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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阿司匹林与 COX活性部位的结合特征 (a) 及形成共价结合过程的示意图 (b)  
 
当今的科学发展人们理应进行理性设计优良的共价

键药物。 
5.2  胰脂酶抑制剂奥利司他  脂肪堆积导致肥胖。

人体摄入的脂肪在肠道中被脂肪酶催化水解, 消化
成游离脂肪酸或单酰基甘油, 吸收后再合成为脂肪。
减肥药奥利司他 (14, orlistat) 是胰脂酶的不可逆抑制
剂, 阻止脂肪酸甘油酯的水解, 避免了脂肪的同化。 
 

 
 

奥利司他分子中的长链模拟脂肪酸的烷基链 , 
与酶发生疏水−疏水相互作用。四元环的 β-内酯具有
开环的张力, 但不是很强的酰化基团。酶活化部位的
Ser162 残基, 在邻近的 Asp176 和 His263 的协助下 
(形成三元体), 提高了 Ser162 的亲核性, 加大了该羟
基与酰基的电位差, 亲核进攻开环形成稳定的共价
结合, 丝氨酸残基被酰化而失活[11], 如图 3所示意。
结构要点是 β-内酯片段的位置利于三元体对 Ser162
的助力。虽然是共价键药物, 但未发现脱靶作用。腹

泻和脂肪便的不良反应是由于肠内脂肪不能消化吸

收的缘故。 
5.3  生成二硫键的潜在基团  氯吡格雷 (15, clopi-
dogrel) 是血小板聚集抑制剂, 用于预防冠状动脉和
脑血管血栓的形成, 其作用机制是被代谢酶CYP2C19
氧化代谢, 噻吩 2 位被羟基化 (15a), 异构化成二氢
噻吩酮 (15b), 水解开环生成的巯基丁烯酸, 为活化
代谢产物 (15c), 后者与血小板膜上 P2Y12的半胱氨
酸巯基生成二硫键化合物 (15d), 表现为不可逆的共
价键结合[12, 13]。 

氯吡格雷是需经代谢活化的前药, 噻吩的 2位碳
原子要有足够的电荷密度被氧化。这个生化反应过程

可借鉴到设计其他的新药分子, 即构建潜在的能与
酶分子的半胱氨酸形成二硫化合物, 这在药物合成
上是容易实现的, 难点在于设计的含噻吩环的化合
物需要能被 CYP 代谢酶氧化激活, 这具有不确定性, 
因为机体对药物或外源性物质的处置遵循最小费力

原则, 如果有更容易清除的代谢位点, 肝脏未必按照
预先设计的机制进行。 
5.4  发生迈克尔加成的抑制剂  一些含有 α, β 不饱
和酰胺或酯的药物可与靶标的亲核基团发生麦克尔

加成反应, 由于双键与羰基的共轭关系, 加成反应的
最终结果是 β 碳原子对靶标的亲核性原子发生了烷
化反应。与芳环相连的丙烯酰胺片段由于电荷的离域

 

 
图 3  奥利司他与胰脂酶共价结合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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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是较弱的亲电加成基团, 只能对亲核性强的巯基
反应, 难以同羟基或氨基发生迈克尔加成, 这就减少
了药物的脱靶作用。当在适宜的空间距离存在巯基    
时, 可与巯基形成共价键结合, 这已是生长因子受体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的惯用片段, 已有数个作为抗肿
瘤药物上市。奈拉替尼 (16, neretinib) 和阿法替尼 
(17, afatinib) 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 (EGFR) 酪氨酸
激酶抑制剂, 作为治疗小细胞肺癌药物已经 FDA 批
准上市。图 4 是奈拉替尼与 EGFR 激酶复合物的晶     
体衍射投影图。N1与 Met801 的 NH 发生氢键结合,     
3 位氰基作为氢键接受体与 Ser783 羟基形成氢键     
(阿法替尼则是 N3经结构水分子与 Ser783形成氢键), 
4位的胺苯基结合于疏水腔中。这些结合位点是可逆
性 EGFR 抑制剂 (如厄洛替尼和拉帕替尼等) 的结 
合方式。6位的氨基被丙烯酸酰化, 为麦克尔基团, 与
EGFR开口处的Cys805距离接近, 发生加成反应, 成
为不可逆抑制剂。如果将丙烯酰胺片段移至 7位, 则
因不适的距离难以发生共价键结合, 活性降低[14]。 
6  超小分子药物 

基于靶标结构的分子设计 (SBDD) 常常为满足
结合部位的互补要求而将药物分子做大, 虽然提高
了对靶标的活性 ,  却带来药代与物化性质的损失 , 
Lipinsiki 的类药 5 规则 (RO5) 对口服小分子药物作
了结构的诸多限制, 以对成药性加以保障。如果换一
个思路, 能否在超小分子 (分子量低于 200) 的化合 

 
 
物空间中寻找创新药物, 也有可能创建一个新的领
域。近年来 FDA 批准的数个超小分子药物已作了诠
释。例如阻断钾通道 , 增加肌肉神经接头 Ach 释    
放的达方吡啶 (18, dalfampridine) 和阿米吡啶 (19,    
amfampridine), 用于治疗多发性硬化病和肌无力综
合征; 口服治疗牛皮癣和多发性硬化病的富马酸二
甲酯 (20, dimethyl fumarate); 抑制转化生长因子 β 
(TGF-β) 的吡非尼酮 (21, pirfenidone) 治疗特质性
肺纤维化等。 
 

 
 

联想到前已述及的阿司匹林 (22)、2型糖尿病全
程一线药物的二甲双胍 (23)、缓解脊髓损伤引起的神
经病理性疼痛的普瑞巴林 (24, pregabalin)、5-HT2C
激动剂减肥药罗卡西林 (25, lorcaserin) 以及抗脑缺 

 

 
图 4  奈拉替尼与 EGFR激酶复合物的晶体衍射投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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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药物丁苯酞 (26, N-butylphthalide) 等等, 对于超小
分子药物确实不容忽视。这些药物结构简单, 物化性
质好, 对活性和选择性一旦达标, 成药性无多障碍, 
而且对生物药剂学的容纳性也很强。 
7  结语 

新药创制是人类最复杂的智力活动之一, 周期
长, 风险大。每个药物的创制都是个性化的分子操作, 
各自都有难以复制的研发轨迹。将活性化合物转化成

药物的过程, 几乎是在没有规律性、没有周期性变化
的混沌系统中进行的。尽管如此, 由于研发者在研究
目标、策略、路径、技术和方法具有趋同性, 突破性
和颠覆性的创新较少 (典型的例子是最近相继上市
的数个“列净”药物, 都是以抑制 SGLT2 为靶标、
以根皮苷为先导物研发的, 即使是保密和独立进行, 
上市的药物结构和药理活性很相近)。在这样的大环
境下, 基于靶标和化合物的杂泛性 (promiscuity), 通
过反向思维而标新立异, 或许可辟出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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