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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朱维平教授向我展示此书，并请我写序时，我真的大吃一惊！吃惊的原因
有两条，一是朱老师一直很忙，有大量的科研任务和研究生指导及本科教学工
作，哪来得空寻找并翻译用于制药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教材；二吃惊的是，朱老师
慧眼识珠，能挖掘、发现如此好的一本制药工艺教材或者参考书，并且中文翻译
如此准确，恰到好处。此对如饥似渴的教授、学生，乃至产业界的技术人员而
言，无疑是福音。

制药工程专业和学科，在国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但“挂狗头卖羊肉”者
不在少数。而国际上真正直接以制药工程为专业和学科名称的系科并不多，其
多融合被包含于化学工程、生物工程、药物化学、材料科学等专业学科之中，其
原因就是制药工程专业和学科的理论与知识尚没有完全系统化、尚未完全从其
他专业学科中独立出来，成长发育尚不完全，因此需要理念上的提升与升华，而
这对我们既是困境、挑战，又是机遇。

随着我国已经成为制药大国，进而将来成为制药强国，我们不可能坐等国
外出现完整的制药工程教育专业学科体系让我们模仿、跟踪，只能自己摸索，进
而建立起特色或者优势，吸引国外人员来学习模仿补充。全国众多的制药工程
专业需要好的教材或者参考书，即使像华东理工大学这样的制药工程专业，尽
管其可能是历史上国内最早建立的专业，同样缺乏或者亟需高质量的教材或者
参考书。很显然，对这样一个专业或者学科而言，制药工程与制药工艺这两门
课，是必不可少的，朱维平教授翻译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ｉ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一书的出版，对全国的制药工程
教育必定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如果说，制药工程是重点讲述单元、单个过程或者装备的话，制药工艺则更
关心合适的既体现技术经济价值，又与环境生态友好的生产路线。如果说，制
药工程是珍珠，无数个不同色彩形状的珍珠，那么制药工艺就是有序、有重点地
串起这些珍珠的红线，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项链。通过文明每一个步骤、每
一个过程，从而建立起有效而不是不择手段的过程文明，从而建立起新的药物
制造业。

此书内容丰富而系统，从技术探索到技术转移、从关键细节到宏观趋势都
有很好的涉及；目录内容独具匠心，明显不同于通常的基础专业学科的书籍，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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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鲜明的工程与产业特色，又不失教育的本色。
阅读本专业学科的经典，学习本专业学科名著，是为了引导师生自己立言

立说，立自己的言、立自己的说，相信在翻译、传播、理解和把握此书的基础上，
朱维平教授将带领感兴趣的师生在不远的将来，将著述有自己心得感受和发现
的制药工艺教程，为中国成为制药强国助力，为生态环境的保护、为人类福祉的
实现而加油。

中国工程院院士
２０１５年１１月３日于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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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艺学是国内大多数高校制药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在我校制药工
程专业入选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师计划”试点专业之后，２０１２年年初，我有幸
加入制药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班教学团队，与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冀亚飞教
授、上海医药集团新亚药业有限公司教授级高工郑玉林博士共同承担了“制药
工艺学”课程的教学任务。在备课过程中，我一直希望能给学生们推荐一本比
较好的化学制药工艺学学习指导书，帮助他们进一步拓宽制药工艺学研究开发
的知识面，了解新药研究开发领域中国际上最新的动态和前沿。非常幸运的
是，我在犗狉犵犪狀犻犮犘狉狅犮犲狊狊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牔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上看到了英国皇家化学会
出版的《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新书介绍。在仔细阅读了它的内容介绍后，我发现本
书与其他同类书籍的区别在于，首先，作者尝试让读者能够遵循药物开发过程
的规律，逐步了解化学制药工艺研发的关键环节，在不同章节中详细讨论了小
型历史案例以展现工艺开发的不同方面，而不是依赖于单独分开的历史案例章
节。其次，与传统化学制药工艺学教材不同，本书包含了许多新的内容与概念，
如快速有效的工艺开发的动力学方法、安全工艺路线的评价标准、工艺开发中
的数据采集与反应器选择、制药工业中的液液萃取、固体药物晶型控制、活性
药物分子的技术转移等。最后，本书对目前全球制药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如何
影响工艺研发行为进行了展望和预测。总之，这是一本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著
作。在华东理工大学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我很快拿到了这本刚刚出版不久的
新书。此后，该书中的许多理念、案例成为了我在课堂教学中的内容。在此过
程中，我逐渐萌发了要将此书译成中文，以飨国内读者的想法。本书适合制药
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阅读，并可供制药工艺开发、新
药研究开发等专业技术及管理人员参考。

值此该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感谢参与翻译的研究生陈孟杰、殷丽
艳、蔡琪、黑明阳、唐尧等，他们为翻译本书的初稿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作为
制药工程或药学专业的研究生，阅读、翻译这些前沿内容将有助于他们加深
对制药工艺研究和开发工作的理解。我相信这将是一次令他们难忘的学习
经历。

特别感谢钱旭红院士对本书的翻译出版给予的大力支持，感谢他在百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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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为本书中文版作序。
感谢华东理工大学优秀科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制药工程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的资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此书翻译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朱维平
２０１５年９月于华东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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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续而艰辛的工作中，注视着一件件作品由雏形到逐渐完美是令人愉悦的。
———塞缪尔·约翰逊，《漫步者》，１７５０年４月１７日

在长达４５年的化学学习和教学中我遇到了很多的学生和同事，他们的人
生追求都是由相似的理想所激发的。有些人通过在知识前沿工作带来的智力
刺激和奖励所驱动，另外一些人则为追求对已有信念更深入的理解所驱使，还
有一些人是由学科的实用性，并留下慈善遗产的愿望所激励着。最近，随着政
府对于非常可观的投资寻求有形的回报，实用性的问题已经愈发明显，包含高
分子化学、纳米技术、材料科学及药物化学等内容的“标准”大学化学课程的丰
富为实用性地位的增强提供了很好的说明。然而，这个短短的名单中明显缺少
了工艺开发课程。因此，综合性、多学科大学的毕业生并不重视将一个或一系
列的反应转化为工艺。工艺开发在学术领域内缺失的部分原因是工业中大部
分的工艺开发过程都是保密的。然而，过去２０年里发生的一些变化预示着较
好的未来。首先，很多公司鼓励其雇员在公开的科学刊物上发表他们的工作，
并大量展现那些能够巩固工艺研究的技能和创造力。其次，工艺化学家成为大
学讲座课程的常客。再次，该领域专家撰写的高质量著作促进了工艺研究的传
播。最后，学术界化学家现在也认识到工艺开发中的诸多挑战，他们能更好地
理解这一领域探索所带来的好处。

在《Ｐｈａｒｍａｃｅｕｔｉｃ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一书中，该领域的专家Ａ．ＪｏｈｎＢｌａｃｋｅｒ和Ｍｉｃｈａｅｌ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为广大
读者呈现了当前工艺开发过程中的诸多方面，讨论了最新的有机合成化学、过程
技术和化学工程进展如何影响药物的生产。本书主要供化学工程和药学专业的
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相关专业领域内处于职业生涯早中期的专业人员使用。本书
共１５章，涵盖了不同的学科，包括路线选择和经济学，与药物化学的对接，绿色化
学的影响，安全性，物理有机测量在深入了解化学特性中的重要作用，分析师的角
色，反应器设计中新的工具与创新，纯化与分离，固相化学和在配方中的作用。本
书最后以对全球制药工业未来发展趋势和挑战的评估结束。

ＰｈｉｌｉｐＫｏｃｉｅｎｓｋ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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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帮助设计工业合成的人都会对学术合成必须满足的标准的匮乏
感到遗憾。

———ＪｏｈｎＣｏｒｎｆｏｒｔｈ，犃狌狊狋．犑．犆犺犲犿．，１９９３，４６：１５７

任何合成工艺的工业化都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这对于相对复杂的药物
来说更是如此。除了考虑有效性和原子经济性，用于大规模生产药物的反应需要
满足严格的安全和环保标准，同时需要检查反应进行、分离和纯化过程中每一步
的效率。工艺研究与开发（Ｒ＆Ｄ）科学家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其工艺的经济性。由
于药物专利失效后其价格会急剧下降，因此，一个常见的错误观念是新药开发企
业在专利有效期内对药品定价过高。然而，现实却完全不同：药物开发工艺成本
极高、风险极大。没有经济学定律表明一个产品上市后一定能够盈利。据估计超
过一半的药物上市后不能收回其发现和开发成本。因此，工艺研究与开发科学家
被要求承担降低候选药物生产成本的重任，以确保其商业化可行性。

尽管药物工艺研究与开发是一项严格的、多学科的工作，但是它在化学课
程中却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鉴于此，我们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为英
国皇家化学会药物发现系列丛书贡献我们的著述。本书的宗旨是用来与有志
于从事原料药物生产中各项工作相互关联的专业人员进行交流。与该领域内
其他的书不同，本书在组织架构方面尝试带领读者有逻辑地经历化学研究与开
发工艺的各个关键方面。本书的诸多章节主要由目前制药行业内的从业者完
成，作者们利用此机会讨论了最新的技术进展及其对正在发生的市场中诸多变
化的影响。希望读者能够理解每章节中的讨论，这些讨论经常被看作药物合成
和工艺领域内生动的当代实例。

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的作者对于本书的支持，以及他们对本书高质量的贡
献。我们也非常感谢英国皇家化学会的ＧｗｅｎＪｏｎｅｓ，她的耐心与支持使得本书
最终能得以完成。由于行业的不景气，一些工厂被关闭，本书几位作者必须努
力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导致延期交稿。如果本书能够不断增强工艺研究和
开发中的复杂性与挑战意识，为学术界和工业界的科学家与工程师们提供有用
的资源，那么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有了意义。

Ａ．Ｊ．Ｂｌａｃｋｅｒ和Ｍ．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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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药工艺研究与开发（Ｒ＆Ｄ）是一项复杂、充满挑战性并令人激动的工作，
它涵盖有机合成化学、过程技术和化学工程三个学科。本书将探究并综合考虑
小分子化合物制造工艺研究及开发的各个方面：在提供足量的质量可靠、有成
本效益的药物的同时，确保生产过程对环境影响较小；在为公司带来可观利润
的同时，也为社会提供安全、实惠、可持续生产的药品。

自早期药物如阿司匹林、青霉素被发现及成功开发以来，制药工业已经取
得了不可思议的增长。这种增长首先是在战后北美、西欧及日本等地医疗保健
需求急剧增加的刺激下产生的。毋庸置疑的是，药物的广泛使用已经使得人类
的平均寿命提高一倍，并将继续增加１。亚洲及南美经济体日益增长的人口正
受益于越来越多的廉价药物，特别是亚洲地区正在负责生产更多的药物。传统
的贫困经济体如非洲等，也已经开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使用廉价的药物来帮助
减轻痛苦、降低死亡率。近年来为了更好地维持生活，西方经济体对治疗诸如
Ⅱ型糖尿病、胆固醇贫血病、不孕症药物的需求逐渐增加，并且这些需求会持续
增长２。

通过药物化学发现新候选药物是通往市场的漫长过程的第一步，而大部分
候选药物都在半途中被淘汰。图１．１和图１．２展示了整体药物发现和开发过
程的生命周期和高淘汰率。随着临床试验的不断推进，对原料药的需求相应增
加１，２。不仅临床试验需要原料药，药物分析、稳定性试验、剂型开发、体外试验
等也需要原料药。尽管活性药物的需求总量取决于其活性、效果和物理性质，
但通常Ⅰ期临床需求量为１ｋｇ，Ⅱ期临床需求量为５０～１００ｋｇ，Ⅲ期临床需求
量则高达１ｔ。当药物按既定开发路线推进时，项目团队需要估测可能的商业需
求概况并确保保留相当大的应急储备以防供不应求。一旦成功上市，药物的使
用量急剧增长，例如对于大剂量药物（ｇ／ｄ）来说可能超过每年１０００ｔ，而对于小
剂量药物来说每年可达１００ｋｇ。一旦主要专利即将到期，药物供应量则会发生

!

!

边栏数字为原版图书页码，与索引中的页码对应。

１①

２



重大变化。来自仿制药生产商的竞争影响着药物生产量，他们对市场的兴趣和
专利商的策略共同决定了这一数量的大小。在过去十年中，每年只有大约２５
个新化学实体（ＮＣＥｓ）被批准进入全球市场，而发现和开发每个ＮＣＥ（Ｎｅｗ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Ｅｎｔｉｔｙ，简称ＮＣＥ）的成本估计在５亿～２０亿美元之间，这取决于治
疗领域和开发公司３。

图１．１　生命周期内的药物数量和近似的开发失败率

图１．２　药物研发过程中的消耗（辉瑞公司许可转载）

随着药物开发项目的进行，工艺研发团队将对来自实验室的合成工艺进行
小试和中试放大，如果项目成功的话，还将完全放大到商业生产规模。在此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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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工艺研发团队将提供三种不同的客户服务：
（１）开发过程中，满足毒理学研究、临床试验和其他研究必需纯度的活性药

物成分（ＡＰＩ）的需求量将不断增加。
（２）如果ＡＰＩ商业化，其生产过程需要一条合成路线和一个稳定的生产工

艺来进行操作。
（３）监管机构要求在明确和验证过的参数下操作时，所开发的工艺能够重

复生产被批准的高质量ＡＰＩ。

!"#! ,-./012

本书的对象为化学工程和药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及相关专业领域
内处于职业生涯早中期的专业人员，也可以作为多学科领域工作者如生物学
家、医药和商业人士的兴趣书籍。为了广泛覆盖各个领域，这本书将或多或少
以项目中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考虑工艺研发的每个方面。例如，在决定需要用什
么设备进行生产时，就要先明确最佳化学工艺，而明确化学工艺就必须先确定
路线。读者必须认识到每个领域的相关性，本书也将在每一章中指出这些相关
性。工艺研发的专有技术大量存在于工业界，因此本书大部分章节由当前工业
界专家所著。当然，许多学术机构和基金组织已经意识到战略研究和支撑制药
工业所需的专业训练的必要性４。

本书与本领域大部分已出版的其他书籍区别在于：它尝试着让读者按照逻
辑过程走过制药化学研发工艺的各个关键环节，它覆盖了药物生产过程中所经
历的早期、晚期直至生产阶段的工艺开发的诸多重要方面。这样读者将容易理
解在这种环境下工作需要涉及做些什么。本书在各章节中展示了一些小型历
史案例以生动体现工艺开发的不同方面，而不是依赖于单独分开的历史案例章
节。本书旨在综述以下几个方面：

（１）如何设计、筛选并开发安全、可放大的合成路线。
（２）化学工程、分析和生产三者关系的重要性。
（３）绿色化学视角和固体形态问题的重要性。
每个准备上市或对药物生产负责的制药公司必须采用或拥有工艺开发的

能力。如果工艺研发失败，将无法持续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也将对消费者和
生产者造成严重的不利后果。药物开发公司和独立监管机构制定了许多措施
以防止开发失败。这些控制措施为工艺研发科学家提供了最重要的框架，他们
必须意识到这些并且在其范围内进行操作。然而，这只是技术娴熟的开发团队
面临的许多不同责任中的一项。

尽管本书作为一本前沿的单册书旨在覆盖工艺开发活动的各个方面，但它
无法像一本综合手册那样提供足够的覆盖深度。本书不能覆盖的产品开发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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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包括剂型、包装、配送或涉及通用药物更广泛的问题。此外，尽管疫苗、抗体、
多肽和基于核苷的治疗剂等生物药物已被公认为是一种重要的药物种类并被
越来越多地用于治疗病人，小分子药物仍是市场中的最大部分。由于开发生物
药物工艺所需的技术和基础设施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它们的开发与生产过程不
在本书讨论范围内。对此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Ｄｕｔｔｏｎ和Ｓｃｈａｒｅｒ的专著５。

!"$! 3456

工艺开发的起点通常是在一个具有生物活性的分子确定之后。为了更好
地理解它的功效，就需要更多的材料，而商业化的压力经常需要迅速的工艺放
大以提供千克级样品。无论是内部合作还是外部签约，企业必须能够接触拥有
专门设备的实验室及具有专业知识的开发人员，以满足这些需求。化学合成路
线通常来自药物化学家，由于安全和快速交付的需要，这往往不是最优的路线。
由于早期开发阶段的成功率非常低，工艺研究与开发工作将被减至最少，以避
免浪费资源。尽管如此，许多因素仍需要考虑，包括原料来源、化学安全性以及是
否接受色谱分离等。扩大ＡＰＩ的需求量需要考虑的第一件事就是原先的路线是
否合适。当效率、成本、可靠性和环境影响能够得到显著改善时，通常可以对工艺
路线进行重大变更。随后就应该开展具体的预备工作来理解反应速率、预平衡以
及诸如多相混合和反应器设计的物理特性（一个涉及化学家和工程师的活动），以
进行成功的工艺放大。在这个阶段，项目团队甚至应该思考设备类型、分离及纯
化方法等问题。当间歇反应的放大超过１Ｌ的实验室规模时，必须考虑工艺的安
全性，因为表面积与体积之比和散热能力都下降，而且反应器的散热能力是有限
的。随后的反应自热可能导致反应器内热不稳定物料的降解、反应失控和爆炸。

如图１．３所示，后期临床实验需要大量ＡＰＩ，对于一个仔细规划的、涉及许
多间歇操作的生产任务而言，这需要数吨起始原料。

由于ＡＰＩ被用于人类临床试验，因此需要小心监管生产、保证质量，以确保
产品达到目标并可追溯其起源。作为工艺研发团队在所有开发生产阶段的重
要部分，这里的关键顾问是分析师，其不仅负责测量ＡＰＩ纯度，而且负责弄清源
自工艺的杂质。如果采用合适的工艺分析技术（ＰＡＴ）系统来分析调查数据，那
么从起初大量的任务中可以学到关于工艺的许多东西，从而指导进一步的放
大。高纯度ＡＰＩ通常从受控结晶过程中获得，因为这些结晶中的晶格排斥杂
质。优化这些过程牵涉到许多科学，以确保能够以高收率、生产品质始终如一
的产品。最后，当药品逐渐迈向批准时，必须规划好它的生产。通常必须使用
一个专门的工厂，并且迄今为止所有的工艺开发及研究成果必须用于工厂的布
局和建设。工厂不仅要生产满足质量要求的产品以满足预期的未来需求，还必
须要设计得安全清洁、易于维护，并且运行成本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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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书按以下方式布局：
第２章提供一些有关制药公司如何出现的历史背景，然后介绍制药工艺研

发学科如何演化而来，以及过去２０年内发生的重大变化。
第３章讨论什么是合成或半合成ＡＰＩ，以及它们的典型物理化学性质。学

习完小分子ＡＰＩ普遍特性后，我们将讨论以上学习如何影响药物合成的设计，
以及可放大并经常用于ＡＰＩ合成中的反应类型。

第４章覆盖药物化学、早期开发中的高损耗率和“量身定制”方案等多方
面。“量身定制”方案经常被用于以有限资源从关键的早期决定点开发候选药
物。本章还将通过案例分析，讨论早期开发阶段安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准则，
这些准则将指导千克级产品如何进行便捷合成的决策。

第５章讲述候选药物成功清除早期开发障碍并完成临床概念验证（ＰＯＣ）
以后的故事。将会讨论影响长期合成路线搜索时间和强度的因素。对于只有
适中复杂度的ＡＰＩ，可能会有许多潜在路线。我们将会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来
阐述比较候选路线，以及决定用哪条路线注册生产的标准。

第６章关注绿色化学在制药工业中的重要性，以及用于评价绿色化学路线
和工艺性能的标准，同时还将强调溶剂选择的重要性。在本章，将会通过３个
历史案例来阐述ＡＰＩ合成中绿色工艺和生物催化的重要性。

第７章介绍更深入理解化工过程的必要性，以确保稳定和可重复的操作。
采用不同量热技术来测定反应动力学和测试机械模型（特别是对于催化剂）的
做法在近几年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新增工具，它可以帮助提升完善工艺性能。

第８章考虑工艺安全的重要方面。在从规模实验室放大至工业规模的过
程中，工艺失败所导致的影响迅速增加，必须小心评估化学危害和潜在操作风
险。对各类风险的鉴别和检测将促使人们采用一个安全操作体系。

第９章讨论几个关键的化学工程问题，重点考虑影响反应器类型选择、进
料体系、所需混合类型的动力学、热力学和物理学因素，以及理解分子间相互依
赖性。其结果常常是提高产量、增强反应选择性和操作稳定性。

第１０章介绍了溶剂选择，特别是在液液萃取体系中的重要性。由于对反
应效率、产品分离、纯化和可操作性有很大影响，这些体系的设计和理解对可持
续工艺是十分重要的。

第１１章讨论了被工艺化学家所最新采用的、用来收集和分析数据的创新工具。
第１２章聚焦分析科学家和工艺开发科学家所共同关注的关键问题，以及分析

师在帮助工艺化学家开发更高效工艺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我们将讨论分析设
备和技术的进化，它们能够更快更具体地评价产品纯度、反应动力学和杂质水平。

第１３章提供固态产品所需的信息。对结晶过程的具体理解是至关重要
的，因为它是ＡＰＩ纯化的主要方法，而ＡＰＩ生产必须满足很高的规格要求。

第１４章讨论技术转移：成功工艺研发的最终结果是产品成功上市的开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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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将会讨论确保法规遵从、维持可靠工艺、保证供给和管理成本等细节。
第１５章将分析制药工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如何影响工艺研发行为，并对未

来的发展和挑战进行展望。

!"%! 789:;*+%&<=

本书将通过一些范例充分阐释工艺开发过程，并且每一章都将以真实案例研
究来描述工艺研发的各个方面。为了支持这一点，描述相关的商品化药物范例将
十分有益。有些近期上市的药物运用最新科技，有些早期药品已完整地建立了生产
工艺。图１．４每一行分别列出了筛选过的止痛药／心血管药，抗病毒药以及所谓的
“生活方式疾病治疗”药物。这足以说明在治疗领域中，分子复杂程度的上升趋势。

图１．４　镇痛剂和心血管药物（阿司匹林、缬沙坦），抗病毒药物（叠氮胸苷、阿扎
那韦）以及所谓的“生活方式疾病治疗”药物（西他列汀，阿托伐他汀，枸
橼酸西地那非）的结构

随着分子复杂程度的增加，工艺研发的需求也同样增长，这尤其影响变得越
发重要的商品成本。ＡＰＩ成本，作为产品售价的一部分，大约占其１０％～２５％。
这在以前，可能不太重要，因为其重点不在于生产效率而在于材料供给。然而近
年来，绝对成本（而不是相对成本）已备受关注，特别是对于那些生产量很大的或
市场竞争很激烈的药物而言。其结果是对成本控制的要求上升，从而影响着工艺
和生产效率。例如，大多数公司都运行持续生产完善项目，以了解整个供给链的
成本，包括将注册起始原料外包给那些以低成本运行的精细化学品定制服务商。

工艺研发需要讨论的另一个方面是专利。最重要的是覆盖ＡＰＩ分子的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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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专利，因为它可以被清晰定义并且很难排除。当谈到药物专利过期，一般
指的就是这项专利。明确治疗领域的产品应用专利也很重要，但需要行动证据
并能接受挑战。此外，一项成功的产品防御策略可能包括其他组成专利，如盐
的形式、多晶型、剂型和给药机制。工艺专利可以用于拓展原始发明人在主专
利过期后的专营权。工艺专利的问题在于：①难以封锁制药的有效方法，因为
充满创意的化学家通常能够找到替代路线和工艺；②通过法律，它们披露了路
线和工艺，尽管只有极少的细节；③它们难以实施；④如果公司维持一个大的专
利组合的话，它们就很昂贵；⑤无法申请工艺为其他申请人申请新专利提供了
可能性，从而鼓励适时的公开披露。专利领域是复杂的，在此我们不再深入探
讨，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Ｇｒｕｂｂ和Ｔｈｏｍｓｅｎ的书６。

阿司匹林是１９世纪末由拜耳公司开发的，是迄今为止使用最广泛的药物
之一，其各种治疗效果至今仍在不断被确认。阿司匹林是最简单的分子之一，
但在当时，工艺研发是有必要的，因为人们需要大量高品质的材料。用二氧化
碳处理苯酚钠的ＫｏｌｂｅＳｃｈｍｉｔｔ工艺被沿用至今，通过加热使水杨酸钠重排之
后进行酸沉淀和进一步的结晶或升华纯化。随后用醋酸酐进行乙酰化作用，并
在醋酸溶液中控制结晶过程，得到工业级阿司匹林，最后进一步纯化并按配方
制造。阿司匹林的年产量达到２００００ｔ７。之后出现的镇痛药，如布洛芬、阿片
类镇痛剂、环氧合酶２（ＣＯＸ２）抑制剂，则更为有效，选择性更高，结构更复杂，
由此带来了工艺开发和制造的问题。

心血管疾病药物作为代表，有着更为复杂的分子结构，以及更为复杂的工
艺。被广泛使用的噻嗪类利尿药，例如吲达帕胺，则是相对简单的磺胺类药物，
可以被直接制造，且成本低廉。β受体阻滞剂，通常具有Ｃ３，１氨基２，３二醇
药效基团，它可以从缩水甘油醚相对直接地制造而来；较新的结构具有光学活
性，且并没有特别的制造困难。多肽模拟物血管紧张肽转化酶（ＡＣＥ）抑制剂于
１９８０年代发现。其中一些结构简单的分子可以直接从氨基酸制得８，而一些更
新的药物如福辛普利，结构则更为复杂，需要做大量的工艺开发研究。其他类
型的降压药是钙离子通道阻滞剂，如二氢吡啶类和地尔硫卓类药物。这些药物
通常需要５～１０步的化学过程来合成它们。沙坦类药物是血管紧张素Ⅱ受体
拮抗剂，与前代药物相比，结构通常更为复杂，合成难度也更大。一个典型的例
子是缬沙坦（图１．４），它的年生产量可达３００ｔ。为了合成沙坦类药物通常具有
的四唑部分，工艺研发化学家研究发现需要使用叠氮盐，但它具有潜在的爆炸
性９ａ。经过许多的研究，最近报道的工艺使用叠氮化锡，这种工艺由即时分析技
术控制９ｂ。最新一代的抗高血压药是肾素抑制剂，代表药物为阿利吉仑，这是一
种复杂的结构，需要创新性的路线设计以及实质性的工艺研发以创造一种工艺
能在目标成本内高效率、大量地生产药物。然而，详细的制造工艺我们并不清
楚，根据文献报道，其可能的工艺路线如Ｓｃｈｅｍｅ１．１所示１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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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以来，一种为数不多的有效抗病毒药物是葛兰素史克的阿昔洛韦，它
可以有效对抗单纯疱疹病毒和其他病毒。随着艾滋病（ＨＩＶ）的流行，葛兰素史
克对核苷类似物的了解使得它们可以迅速开发并上市叠氮胸腺嘧啶（ＡＺＴ）。
ＡＺＴ作为多年来的一线抗ＨＩＶ药物，使得葛兰素史克一直在该领域保持市场
领先的地位。它的合成工艺需要通过发酵制得胸腺嘧啶，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
工艺立体选择性地引入叠氮基团。随后出现的核苷抗病毒药物具有更高的选
择性，但结构更为复杂，因此它们的合成工艺仅是半合成，这被证实是最高效的
生产方法。随着人们对ＨＩＶ感染机理深入的了解，下一代蛋白酶抑制剂被创
造、研发并最终进入市场。在开发这些肽等排体的过程中存在许多工艺研发挑
战，包括冗长的工艺路线，困难的取代模式，多个手性中心以及复杂的杂环结
构。目前已有许多路线被报道，但人们仍在努力开发高效率、成本低廉的以及
稳健的生产工艺１１。其中一个例子是阿扎那韦，但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准确工艺
路线，基于文献报道其可能的工艺路线如Ｓｃｈｅｍｅ１．２所示１２。通过这些努力，
可以为患者提供能够负担得起的药物，并将其推广到亚洲和非洲，以满足人们
的需要。

Ｓｃｈｅｍｅ１．２　阿扎那韦的结构及合成路线

阿托伐他汀作为一种降胆固醇药，是全球销量领先的处方药，它是大需求
量药物经过几代工艺开发、逐渐提高生产效率的代表性药物。光学活性体３，５
二羟基己酸酯药效团的合成路线已被高度改造，基于乙酰乙酸盐和乙酸盐，人
们在Ｃ５和Ｃ２化合物的偶联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在一些工艺中，由于需要
低温反应，以及催化不对称酮还原（化学和生物催化），工艺研发进行了各种尝
试。最新的方案是使用连续流动工艺，以同时提高反应的选择性和生产能力１３。
更进一步的工艺研发路线是使用醛缩酶，可以通过三组分偶联反应从乙醛立体
选择性合成３，５二羟基己酸酯。这涉及对酶和宿主的修饰，以成功合成功能化
的、非天然物质的材料（例如氰甲基侧链），从而制备相应的内半缩醛，（４犚，６犚）
６（氰甲基）４羟基四氢吡喃２醇，再经几步反应即可得到（３犚，５犚）７氨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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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二羟基己酸酯，并与功能化的二酮偶联制得阿托伐他汀。工艺的改进大大
减少了生产成本，该类药物将很快成为通用药物。

另外两个值得讨论的生活方式疾病治疗药物是西地那非和西他列汀，它们
在过去的十年中见证了更高效的工艺所带来的变化。在杂环的合成及偶联过
程中的工艺改进使得辉瑞能够更经济地合成西地那非，由最初的每千克产品产
生１３００Ｌ废弃物到目前每千克产品仅仅产生７Ｌ废弃物１４。西他列汀是默克
公司推出的可以有效治疗Ⅱ型糖尿病的药物。相对于过去总是使用烯酰胺，从
事这个项目的化学家发现它可以对映选择性地氢化烯胺，这使得工艺路线缩短
到只有三步，包含两步分离，成为一个非常有效的ＡＰＩ生产方法１５。

然而，以上案例仅仅展示了药物工艺研发和生产活动的一面，它们确实展
示了研发团队遇到的各种类型的问题，以及研究人员开发出高质量、低成本、低
损耗工艺的创新能力，可以使用数十年。希望读者能够理解工艺研发过程中的
活动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如何将它们安全、高效地联系在一起，并能够达到预期
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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