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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由我和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游书力研究员共同完成了
《药物考———发明之道》的翻译和出版工作，该译著的出版很快获得了国内从事药
物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广泛关注和好评。

但美中不足的是，该译著注重叙述药物发现的历史，以及一些重要药物发现背
后令人深思的故事，而对当前创新药物研究的方法，重要疾病新药发现的现状、主
要方向和未来发展趋势等内容涉及较少。而这些知识，恰恰是目前国内高等院校
药学相关研究生教育所需要的，但是从目前国内制药领域相关的研究生教材中，又
很难找到能够教授这些知识的书籍。当我仔细阅读美国旧金山大学的李杰教授
（犑犻犲犑犪犮犽犔犻）和哈佛大学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犈．犑．犆狅狉犲狔教授共同编著的新书
“犇狉狌犵犇犻狊犮狅狏犲狉狔：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狊，犘狉狅犮犲狊狊犲狊犪狀犱犘犲狉狊狆犲犮狋犻狏犲狊”后，我知道这正是我一直
在寻找的那本书。

本书由犑犪犮犽犔犻和一些在国际制药大公司中的资深药物化学研究人员一起编
写而成，而且在内容的选择上也很有特色。该书的主要内容分三个部分，即药物发
展史（第１章）、与药物发现相关的生物学背景知识（第２～４章）、针对主流疾病的
治疗药物类型和发展趋势（第５～１１章）。尤其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章节编排上
与目前国内主流研究生和高年级本科生的教材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均是以不同类
型疾病的治疗药物作为主要依据，这样的编排易于国内的学生和研究人员阅读理
解。同时，本书以独立的三章内容介绍了与药物发现相关的生物学背景知识，以便
化学背景的药物研究人员也能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和掌握创新药物研究的一些基
本知识、概念和方法。更为重要的是，在进一步深入阅读后你就会发现，本书内容
全面却不繁杂，同时一些药物发展的历史事件穿插其中，使之具有很高的阅读性。
最关键的是，本书编写人员均是各自领域的资深研究人员，能在把握创新药物的发
现这一主线来叙述的同时，结合自己对该领域发展趋势的想法，具有很高的权威
性。综上所述，该书非常适合制药相关专业的研究生用于创新药物研究领域知识
的学习，同时也可以作为制药相关专业高年级本科生的学习参考书。同时正如原
作者在序言中所说，本书也可以作为所有刚从事创新药物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以
及有一定经验的高级药物化学研究人员知识拓展的参考书。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余星昕副教授，以及杨武林、刘子、杨小清、王晨浩、
顾勃琦、唐斐斐、葛理石、安心兰、朱明玉、秦文静、邓华、温敏、顾世恺、陈英杰、蔡金
亚、张娟、程涛、李俊豪等研究生的大力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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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涉及与药学领域相关的众多交叉学科知识，并涉及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
人名、地名和一些历史事件，尽管我们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受本人水平所限，尚
存在一些疏漏和不当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邓卫平，唐
!

２０１６年２月于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

Ⅱ

　创新药物发现———实践、过程和展望　



%""&

本书面向的主要读者是药物研发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们，特别是刚刚从事药物
化学研究的化学家们。在学术界，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被培养成为有机合成化学
家，没有或仅有一点点药物化学知识，通常需要经过数年的实践工作来学习药物发
现的过程规律。本书由不同药物研发领域的专家根据自己在相关领域丰富的研究
经验和实践所撰写，能够迅速启发我们对药物发现的整体认识，即便是经验丰富的
药物化学家们和工艺化学家们也能从中获益。

本书的作者都是来自国际著名制药公司的一流权威专家，感谢他们对各自疾
病治疗药物研究领域的发展和未来趋势的总结及编写所付出的心血。制药工业正
在经历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希望本书能够帮助药物研发领域的科研工作者们了
解创新药物发现中的实践、发展过程及未来展望。

犑犪犮犽犔犻和犈．犑．犆狅狉犲狔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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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发现的历史犹如人类辉煌的历史般源远流长。早在公元前２３３７年，中国
有一位“神农”，据传，他亲自品尝和评价了３６５种草药的药用价值，这就是传说中
的“神农尝百草”。公元前４００年，古希腊有一位被尊称为“医学之父”的著名医生
希波克拉底（Ｈｉｐｐｏｃｒａｔｅｓ），他曾倡议，作为医生应该一生都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清
清白白地行医，这就是著名的“希波克拉誓言”。另外一位希腊的医生，名叫盖伦
（Ｇａｌｅｎ，公元１２９—１９９），他通过医学知识的传授，把医学技术转化成科学，对之后
的４５代人都产生了影响。在文艺复兴时期，来自瑞士的名医帕拉塞尔苏斯
（Ｐａｒａｃｅｌｓｕｓ，１４９３—１５４１）代表了西方医学的顶峰。自那以后，很多杰出的医学人
物开始慢慢地揭开生命的奥秘。比利时布鲁塞尔的维萨里（ＡｎｄｒｅａｓＶｅｓａｌｉｕｓ，
１５１４—１５６４）创立了“解剖学”；来自英格兰的哈维医生（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
１６５７）成就了医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血液循环”；荷兰人列文虎克
（ＡｎｔｏｎｉｅｖｏｎＬｅｅｕｗｅｎｈｏｅｋ，１６３２—１７２３）发明了显微镜，从而让人类对整个微生
物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

这些伟人所做出的贡献为现代医学建设奠定了科学基础，同时也预示着当代
药物发现的伟大时代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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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一些学者对细菌理论的研究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但是法国化学家巴斯德
（ＬｏｕｉｓＰａｓｔｅｕｒ，１８２２—１８９５）用设计完美的实验改良了药品，并于１８５５年发表了
题为《空气中存在有组织的细胞》的文章［１］。巴斯德的这篇文章不仅介绍了细菌理
论，而且把其结合到当时的主流科学中。巴氏杀菌工艺至今仍然是一种行业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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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通过在一定时间内特定温度下对食物进行加热，然后快速冷却来实现杀菌。
１８５６年，英国的李斯特（ＪｏｓｅｐｈＬｉｓｔｅｒ，１８２７—１９１２）成功地把细菌理论应用到手
术中，并用石炭酸（苯酚）作为杀菌剂来杀灭细菌。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李斯特曾经因病人术后感染所导致高达４０％～６０％的死亡
率而感到震惊。然而，只是简单、直接地把巴氏杀菌法应用到外科手术是无法实现
的，毕竟我们不能把病人直接放进沸水中加热来杀菌！受石炭酸（从煤焦油中分离出
的一种成分，煤气生产中的废物）在污水除臭和控制伤寒中的成功案例的启发，李斯
特把石炭酸作为防腐剂引入外科手术中［２］。它可以溶解细胞的磷脂膜，从而破坏细
胞膜。现在的手术室中，无菌操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传统的消毒过程。
!．"．"! /0123456789

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埃尔利希（ＰａｕｌＥｈｒｌｉｃｈ，１８５４—１９１５）与贝林（Ｅｍｉｌｖｏｎ
Ｂｅｈｒｉｎｇ）共同开发了一种治疗白喉的马血清抗毒素。在１８９１年白喉大爆发期间，
该疫苗挽救了成千上万儿童的生命，埃尔利希也因此获得了１９０８年的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１９１０年，在与他的日本同事秦佐八郎（ＳａｃｈａｃｈｉｏＨａｔａ）工作期间，埃
尔利希尝试了无数的化学药品来治疗梅毒［３］。他们发现一种含砷的化合物阿托西
具有一定的治疗效果，但是毒性太大。实验室研究人员伯塞姆（ＡｌｆｒｅｄＢｅｒｔｈｅｉｍ，
１８７９—１９１４）首次阐明了阿托西的化学成分，之后又合成了大量的苯砷化合物，包
括既有效又具安全性的药物砷凡纳明（埃尔利希６０６）［４］，埃尔利希授权德国赫司
特公司以商品名洒尔佛散上市。为了寻找毒性更小以及水溶性更佳的抗梅毒药
物，贝林合成了新砷凡纳明（新洒尔佛散）。洒尔佛散和新洒尔佛散对于治疗梅毒
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仅仅五年的时间里消灭了欧洲一半的梅毒感染（２０世纪
４０年代青霉素出现之前，梅毒是无法根除的）。

埃尔利希也是第一个提出并运用“侧链理论”和“受体理论”来解释药物起作用
的原理的。他因“魔术子弹理论”被誉为“化学疗法之父”，被永远铭记。而伯塞姆
作为历史上的第一位药物化学家，却被人遗忘。除了对洒尔佛散和新砷凡纳明的
发现做出卓越的贡献，伯塞姆也出版了一本《有机砷化合物手册》。
!．"．#! :;<+=>&'

１９３２年，多马克（ＧｅｒｈａｒｄＤｏｍａｇｋ，１８９５—１９６４）作为法本公司（Ｉ．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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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ｂｅｎ）的细菌学实验室负责人，受埃尔利希染色实验的影响，尝试从所能得到的
　　　　　　各种染料中寻找抗菌药［５］。通过向感染化脓性链球菌的小鼠体内注入染料，多马
克发现２′，４′二氨基偶氮苯４磺酰胺可以有效地杀灭细菌并且具有较小的毒副
作用，这就是后来的百浪多息。该染料是由拜耳公司（法本公司旗下的分公司）的
化学家克拉尔（ＪｏｓｅｆＫｌａｒｅｒ，１８９８—１９５３）所制备。后来，拜耳公司另一位化学家
米特希（ＦｒｉｔｚＭｉｅｔｚｓｃｈ，１８９６—１９５８）合成了液体制剂的百浪多息盐，使其更易于
注射。１９３５年多马克首次公开了他的发现，百浪多息迅速成为治疗链球菌感染的
规定用药。

１９３５年，一对法国的夫妻团队，特雷富埃尔（ＪａｃｑｕｅｓＴｒéｆｏｕｌ）教授和特雷富埃尔
（ＴｈｅｒèｓｅＴｒéｆｏｕｌ）夫人发现百浪多息在体外没有活性。真正的抗菌活性成分来源于
百浪多息在体内的一种代谢的产物：对氨基苯磺酰胺（现在仍被错误地称为磺酰胺）。
磺胺的结构与人体内细胞合成的必要成分对氨基苯甲酸（ＰＡＢＡ）类似，磺胺类药物的
作用机制（ＭＯＡ）是通过与叶酸发生拮抗作用，从而抑制细菌生长。

多马克于１９３９年被授予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曾多次收到来自患者和医
生的来信，他们为其发现百浪多息表达感激之情。相比之下，第一个合成了百浪多
息的化学家克拉尔却无人问津。
!．"．$! ?@AB?CDBEF+GHI

弗莱明（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Ｆｌｅｍｉｎｇ，１８８１—１９５５）［６］于１９２８年在英格兰发现了青霉
素，该发现比多马克的百浪多息还早四年。然而，弗洛里（ＨｏｗａｒｄＦｌｏｒｅｙ，１８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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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７］和钱恩（ＥｒｎｓｔＣｈａｉｎ，１９０７—１９７９）［８］用了超过１５年的时间才分离得到足
够的青霉素，并阐述其在小鼠和人类身上的疗效。青霉素迅速地取代了埃尔利希
６０６和多马克的磺胺类药物作为最广泛使用的抗生素。它适用于革兰氏阳性菌感
染，包括链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肺炎、坏疽、脑膜炎以及淋病（如今已形成
抗药性）和梅毒。青霉素的作用机制是：相对于细菌细胞，动物（包括人类）细胞没
有细胞壁，青霉素通过抑制细胞壁的合成能够选择性地杀死正在生长或成倍繁殖
的细菌。
!．"．%! J<)KB)LM+NHI

１９３９年，受弗莱明成功发现青霉素的启发，鲁特格斯大学土壤微生物学教授
瓦克斯曼（ＳｅｌｍａｎＡ．Ｗａｋｓｍａｎ，１８８８—１９７３）开始在土壤中寻找抗生素［９］。一开
始，他的研究小组分离出了小分子的抗生素———放线菌素以及链丝菌素。虽然这
两个化合物都能杀死革兰氏阴性菌，但毒性太剧烈以至于将试验动物都杀死了。
１９４３年１０月，瓦克斯曼的学生沙茨（ＡｌｂｅｒｔＳｃｈａｔｚ）分离出了链霉素（一种氨基
糖）。在默克公司的帮助下实现了链霉素的大规模生产，并在梅约诊所（Ｍａｙｏ
Ｃｌｉｎｉｃ）的帮助下进行了动物试验和临床试验，发现链霉素在肺结核治疗中既安全
又有效。值得一提的是，链霉素从发现到用于人类疾病的治疗仅用了３年时间。
而如今，一般需要耗费１２年并投入约１３亿美元才能使新药进入药品市场。

链霉素是第一个对革兰氏阴性细菌有效的药物。有趣的是，链霉素同时具有
抗结核菌的活性，这一发现成就了第一个用于治疗肺结核的特效药。链霉素通过
“错误”地诱导ｔＲＮＡ氨基酸复合物的形成，从而导致合成假蛋白质而起作用。
!．"．&! OPBQRJ+STI

１９４５年，７３岁的植物学家达伽（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Ｍ．Ｄｕｇｇａｒ）作为利得尔（Ｌｅｄｅｒｌｅ）
公司的顾问，带领公司通过筛选来寻找抗生素。来自密苏里大学的一个样品中产
生了一种抗生素，后来被命名为氯四环素，巧合的是，达伽四十年前曾在这所大学
任教。１９４８年，利得尔以商标名金霉素出售氯四环素。如今，达伽被认为是发现
四环素类抗生素的先驱者［１０］。
１９４９年，辉瑞（Ｐｆｉｚｅｒ）的科学家们从土壤样品中分离得到一种具有较强抗生

素性质的黄色粉末。该土壤有机物为龟裂链霉菌，而其中的化合物一般被称为氧
四环素。追溯发现，该土壤样品是从辉瑞在印第安纳州的坦勒豪特工厂（Ｔｅｒｒ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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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ｕｔｅｆａｃｔｏｒｙ）采集得到的，后来被辉瑞公司以土霉素为商品名对氧四环素进行
销售。

后来，辉瑞公司的柯诺瓦（ＬｌｏｙｄＣｏｎｏｖｅｒ）通过化学方法，由氯四环素制备了
另一个非常有效的抗生素，结果让他的同事们大吃一惊。在精细控制的催化氢化
条件下，柯诺瓦把立达公司的氯四环素转化成四环素。这也是第一个半合成抗菌
活性药物的例子。

四环素抑制蛋白质合成是由于抑制了ｔＲＮＡ氨基酸复合物的形成，从而对细
菌表现出有效的抑制活性。
!．"．'! URVW+1XY>

１９４６年，在伦斯勒理工学院的斯特林·怀舒洛帕研究所，为了寻找更好的抗
疟疾药物，勒谢（ＧｅｏｒｇｅＹ．Ｌｅｓｈｅｒ，１９２６—１９９０）在合成氯奎宁的时候分离出了萘
啶酮酸这一副产物［１１］。通过常规的筛选，萘啶酮酸被发现具有抗菌活性。直到
１９６２年，勒谢把萘啶酮酸应用于肾脏感染的临床实验时，它才得到普及。萘啶酮
酸也可用于治疗泌尿道感染，并以高浓度的尿液形式排出。不久后，从萘啶酮酸衍
生的喹诺酮抗生素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并产生了以吡哌酸为代表的上千个喹诺酮
类化合物。萘啶酮酸和吡哌酸被认为是第一代喹诺酮类抗菌药物。这些药物的缺
点是它们的抗菌活性中等，而且体内吸收性较差。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科学家们发现氟代喹诺酮抗生素比第一代喹诺酮药物

具有更长的半衰期和更好的口服药效。第二代喹诺酮抗生素以诺氟沙星（于１９８０
年发现的第一个氟代喹诺酮）和环丙沙星（西帕罗）为代表［１２］。

第三代喹诺酮抗生素仍在积极研究，并由于细菌对现有抗菌药物的耐药性迅
速发展而迫切需要。第三代喹诺酮抗生素的代表药物包括氟罗沙星和托氟沙星。
它们具有足够长的半衰期，每天仅需给药一次，而且活性更好，抗菌谱更广。

喹诺酮类药物的作用机理是通过抑制细菌旋转酶（拓扑异构酶Ⅱ）的活性，从
而抑制ＤＮＡ的功能。喹诺酮类药物并不影响人体细胞，因为拓扑异构酶Ⅱ只存
在于细菌体内。

另一类重要的抗菌剂是以利奈唑胺为代表的恶唑烷酮类抗菌药物［１３］。利奈
唑胺出现于１９７８年，当时杜邦公司的一篇专利描述了一些新型的恶唑烷酮类化合
物，它们可以用来控制真菌或细菌的植物病原体的繁殖和增长。这些化合物以及
随后优化出来的两个候选药物，ＤｕＰ７２１和ＤｕＰ１０５由于毒性太大而未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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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厄普约翰公司的一位药物化学家勃利克内（ＳｔｅｖｅｎＪ．Ｂｒｉｃｋｎｅｒ）在了解到
这类化合物之后，对恶唑烷酮类抗菌药物的许多特性产生了研究兴趣。他立即启
动了一个探索性的恶唑烷酮项目。通过由巴巴清（ＭｉｃｈａｅｌＲ．Ｂａｒｂａｃｈｙｎ）和霍特
金森（ＤｏｕｇｌａｓＫ．Ｈｕｔｃｈｉｎｓｏｎ）领导的两个小组合作合成了依哌唑胺和利奈唑胺，
并于１９９５年开始临床试验。由于利奈唑胺比依哌唑胺的药物动力学效果更好，因
此，利奈唑胺的研究得以继续，最后于２０００年获得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ＦＤＡ）的批准上市，法玛西亚公司也于１９９５年接管了厄普约翰公司，并以商品名
采福适出售。

采福适的作用机理是抑制细菌蛋白的初始合成。另外，它也是一种单胺氧化
酶Ｂ的抑制剂，不会导致明显的血压升高，并对单胺氧化酶抑制剂治疗肺结核所引
起的抑郁症具有治疗作用（见１．６．２节）。

!．#!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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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致癌基因理论的盛行，是由于它很好地解释了癌症的起源［１４，１５］。目前
的观点是，癌症的发生是多步过程，表现为几种致癌基因的诱变和抑癌基因功能的
丧失。通常情况下，致癌基因被抑癌基因控制而无法被激活。然而，遗传缺陷或与
外界致癌物质接触从而使得致癌基因被激活。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控制基因会受
到诱变或消除，从而使得致癌基因开始蔓延。一种肿瘤的生长，除了有两种或多种
致癌基因被激活外，还有一种抑癌基因的丢失。
!．#．"! ^_

化疗，尽管具有极大的副作用，但它仍然被用于拯救生命。这种方法最早起源
于一种化学武器芥子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亚得里亚海巴里港，满载一百吨
芥子气的美国军舰约翰·哈维号（ＪｏｈｎＨａｒｖｅｙ）被德国空军的Ｊｕ８８轰炸机击沉。
随后，６１７名受害者尸体解剖表明，芥子气摧毁了他们体内的大部分白细胞［１６］，这
个发现表明芥子气更喜欢进攻骨髓。细胞的快速分裂是癌症的标志，由于以芥子
气为基础的药物可以减缓癌细胞分裂的速率，因此可以被应用于癌症的治疗。由
于芥子气易挥发不可控制，因此发明了氮芥。其作用机理是通过ＤＮＡ的烷基化
实现的。紧接着，更精良的烷基化剂，如１９５６年德国ＡｓｔａＷｅｒｋｅ股份公司发明
的环磷酰胺（癌得星），都成为化疗的主要药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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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７年，密歇根州立大学的物理学教授罗森伯格（Ｂａｒｎｅｔｔ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发现顺
铂是一种有效的治疗癌症的化疗试剂［１７］。通过研究电场对细胞生长分裂的影响，
他发现电流会阻碍悬浮的致病性大肠杆菌细胞的分裂。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电
流是由铂电极产生的，该电极能形成杀死肿瘤细胞的铂离子。罗森伯格先后测试
到顺铂对肠内细菌和肿瘤具有抑制活性。百时美施贵宝（ＢＭＳ）公司成功研制出顺
铂，并于１９７８年获得了美国ＦＤＡ的批准，顺铂（商品名为帕拉蒂诺儿）如今已广泛
应用于转移性睾丸癌、卵巢癌和膀胱癌等的化疗。ＢＭＳ公司与庄信万丰（Ｊｏｈｎｓｏｎ
Ｍａｔｔｈｅｙ）公司共同开展了顺铂的后续研究：卡铂。瑞士Ｄｅｂｉｏｐｈａｒ公司授权赛诺
菲安万特公司开发奥沙利铂，于２００２年批准以商品名乐沙定在美国上市，用于治
疗结直肠癌。奥沙利铂通常与５氟尿嘧啶和甲酰四氢叶酸组合用药，即Ｆｏｌｆｏｘ化
疗方案。在过去的４０年里，科学家们对上千个铂化合物进行了活性测试，大约只
有３０个化合物进入临床，但它们的功效和安全性没有一个超过原有的三个化
合物。
１９５８年，为了寻找治疗糖尿病的药物，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西安大略大

学的诺布尔（Ｒ．Ｌ．Ｎｏｂｌｅ）和比尔（Ｃ．Ｔ．Ｂｅｅｒ）在兔子身上测试马达加斯加长春
花（Ｖｉｎｃａｒｏｓｅａ）的提取液。随后观察到兔子的白细胞数量严重不足，该提取液使
它们的骨髓受损并丧失了抵抗细菌感染的能力。由于再次肿瘤的异常增生特征与
白细胞类似，诺布尔和比尔就试着将植物提取液用于移植了肿瘤的动物身上，结果
发现肿瘤变小了。通过进一步的研究，他们从长春花生物碱中分离出了两个重要
的抗癌药物：长春新碱和长春碱［１８］。长春花生物碱通过充当“纺锤体毒素”来发挥
作用。它们和一种微管的重要组成成分———微管蛋白结合，从而阻止细胞生成分
裂时所需的纺锤体。由于长春新碱和长春碱的发现，霍奇森病的患者现在有９０％
的生存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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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花生物碱不是唯一来自植物的抗癌药物，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紫杉醇。
１９６２年，巴克莱（ＡｒｔｈｕｒＢａｒｃｌａｙ）在ＮＣＩＵＳＤＡ（美国农业部国家癌症研究所）植
物筛选计划的支持下，前往华盛顿州的吉福德·平肖（ＧｉｆｆｏｒｄＰｉｎｃｈｏｔ）森林。他收
集了鲜为人知的短叶紫杉树———红豆杉的树枝、树叶和果实作为样品，并用船将它
们运到了国家癌症研究所［１９］。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承包商之一威斯康星校友
研究基金会，通过测试其提取物，发现它们具有细胞毒性。１９６６年，由于很多实验
室担心有毒而拒绝测试这些树皮，这些样品辗转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三角地研究
院分馏与离析实验室的首席化学家沃尔（ＭｏｎｒｏｅＥ．Ｗａｌｌ）的手中。沃尔和他的同
事瓦尼（ＭａｎｓｕｋｈＣ．Ｗａｎｉ）运用“生物活性导向分离”方法分离出了其中的有效成
分。他们还阐明了该化合物的复杂结构并把它命名为紫杉醇。紫杉醇的研究引起
了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的霍维茨（ＳｕｓａｎＨｏｗｉｔｚ）教授的兴趣，他发现紫杉醇
有一个全新的作用机制，即通过稳定微管（细胞骨架的成分之一）发挥作用，从而阻
止有丝分裂和诱导细胞凋亡。

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于１９８４年开始进行紫杉醇Ⅰ期临床试验，并在１９８７年
开展的Ⅱ期临床试验中取得了积极成果。美国唯一一家大型制药公司ＢＭＳ获得
了该分子研究的授权，并成功地进行了紫杉醇的Ⅲ期临床试验。美国ＦＤＡ在
１９９２年批准将紫杉醇用于治疗顽固性卵巢癌，１９９４年批准其用于治疗乳腺癌，后
来又用于治疗非小细胞肺癌和卡波斯肉瘤。与此同时，法国罗纳普朗克公司上市
了一种竞争性药物多西他赛（泰索帝），它是由法国化学家波梯尔（ＰｉｅｒｒｅＰｏｔｉｅｒ）通
过对紫杉醇做了很小的修饰（用叔丁氧羰基置换了紫杉醇中的苯甲酰基）而发
现的。
!．#．#! `Ia_

性激素和癌症之间的联系已经确认，其中乳腺癌和雌激素尤其相关。他莫昔
芬是世界上最常规的抗癌规定用药，而最初却是作为避孕药来使用。２０世纪６０
年代，皇家化学工业公司（ＩＣＩ）的化学家理查森（ＤｏｒａＭ．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研发了ＩＣＩ
１４７７４１———三苯基乙烯衍生物的反式异构体，即他莫昔芬。尽管这种药在白鼠体
内证明是一种有效的避孕药，但在人体内却与白鼠体内的作用效果完全相反，它可
以诱导女性排卵。幸运的是，沃波尔（ＡｒｔｈｕｒＷａｌｐｏｌｅ）和他从事内分泌的同事哈
珀（ＭｉｃｈａｅｌＪ．Ｋ．Ｈａｒｐｅｒ）从他莫昔芬的临床试验中捕捉到了它治疗癌症的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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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２０］。最终证明他莫昔芬对癌症是有效的。它被作为治疗乳腺癌（１９７３年）和排
卵诱导剂（１９７５年）在英国上市。１９７８年，美国ＦＤＡ批准了他莫昔芬作为治疗雌
激素受体阳性转移性乳腺癌的药物在美国上市。

他莫昔芬是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ＳＥＲＭ），它通过模拟雌激素来调节雌
激素水平，因此对于治疗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特别有效。礼来（ＥｌｉＬｉｌｌｙ）公司发展
的新型选择性雌激素受体调节剂雷洛昔芬（易维特），作为骨质疏松症药物，可以减
少５８％乳腺癌发病率。
!．#．$! bc8de`fghi

蛋白激酶抑制剂和传统的地毯轰炸式的化学疗法不同，是一种疗效更好、副作
用更小的靶向抗癌药物。蛋白激酶是一种能够给目标蛋白质提供磷酸基团的胞内
酶，由约１５０个部分组成。它们负责信号转导、打开和关闭控制癌细胞生长的开
关。许多蛋白激酶都和癌症有关，因此通过阻断蛋白激酶的功能，就可以阻止癌细
胞的生长。

曲妥珠单抗（赫赛汀）是由基因泰克公司开发的一种生物工程单克隆抗体，于
１９９８年被批准用于治疗乳腺癌［２１］。赫赛汀的发现促进了小分子蛋白激酶抑制剂
的发展。以α蛋白激酶抑制剂为起点，汽巴嘉基（ＣｉｂａＧｅｉｇｙ）公司的化学家齐默
尔曼（Ｊüｒｇ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ｎ）对它进行了构效关系（ＳＡＲ）的研究［２２］，并从３００多个类
似物中发现了伊马替尼（格列卫）———用于治疗慢性髓性白血病（ＣＭＬ）的选择性
ＢｃｒＡｂｌ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于２００１年投放市场。后续研究表明，格列卫实际上
可以抑制至少８个蛋白激酶的功能，包括ＢｃｒＡｂｌ、血小板衍生的生长因子受体
（ＰＤＧＦＲ），以及干细胞因子受体（ｃｋｉ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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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奥柯公司的埃罗替尼（特罗凯）一样，阿斯利康公司研发的吉非替尼（易瑞
沙）也是表皮生长因子受体（ＥＧＦＲ）抑制剂，于２００３年进入市场。ＳＵＧＥＮ公司的
舒尼替尼（索坦）通过抑制多种受体酪氨酸激酶（ＲＴＫｓ）从而表现出强大的抗血管
生成活性。更确切地说，舒尼替尼能够抑制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ＶＥＧＦＲ１、
ＶＥＧＦＲ２、ＶＥＧＦＲ３以及血小板源生长因子受体ＰＤＧＦＲα和ＰＤＧＦＲβ。此外，
舒尼替尼还以肿瘤发生受体为靶标，包括胎儿肝酪氨酸激酶受体３（Ｆｌｔ３）和干细胞
因子受体（ｃＫＩＴ）。拜耳公司于２００５年推出的索拉非尼（多吉美），也是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ＶＥＧＦＲ）抑制剂。与格列卫类似，百时美施贵宝公司的达沙替尼（施达
赛）和诺华公司的尼洛替尼（达希纳）分别于２００６年和２００７年进入市场。它们均
能阻断ＢｃｒＡｂｌ激酶的功能，该激酶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引发慢性髓性白血病
（ＣＭＬ）。

!．$! jkl&'

英国医生哈维（ＷｉｌｌｉａｍＨａｒｖｅｙ，１５７８—１６５７）的血液循环理论被认为是生理
学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２３］。１６２８年，他最著名的专著《动物心血运动解剖论》
（犈狓犲狉犮犻狋犪狋犻狅犃狀犪狋狅犿犻犮犪犱犲犕狅狋狌犆狅狉犱犻狊犲狋犛犪狀犵狌犻狀犻狊犻狀犃狀犻犿犪犾犻犫狌狊）成功出版。
一个多世纪之后，另一个英国人维特宁（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ｉｔｈｅｒｉｎｇ，１７４１—１７９９）发现毛
地黄能够用于治疗心脏疾病。
!．$．!! m*n+opq

维特宁是一名伯明翰的医师，他从一位吉卜赛老太太那里买了对治疗水肿（类
似于今天的充血性心脏衰竭）有显著疗效的特殊草药茶［２４］。经过详细研究，他从
该草药的２０多种成分中准确地推断出紫花毛地黄是其中的有效成分。维特宁用
接下来的十年时间来探索洋地黄的主要药用效果。洋地黄和许多强心苷一样，大
量使用时会产生毒性，但若剂量太少，又会导致无效。洋地黄的用量只有在接近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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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量时才有效，因此找到正确的剂量是十分重要的。维特宁对洋地黄剂量的精
确研究使其成为迄今发现的最有价值的心脏药物之一。

洋地黄最初是从毛地黄的粉末状树叶中得到的。如今，洋地黄从毛地黄叶中
分离得到并通过进一步结晶，得到更容易定量的强心苷，如地高辛和洋地黄毒苷。
!．$．"! rstBRu0+v.wx

１８４７年，意大利化学家索伯雷（ＡｓｃａｎｉｏＳｏｂｒｅｒｏ，１８１２—１８８８）最早使用硝酸
和硫酸的冷凝混合物来将甘油硝化合成硝酸甘油［２５］。当他品尝硝酸甘油的时候，
发现它味甜且辛辣，并伴随有芳香气味；但舌尖上微量的硝酸甘油引发的剧烈的头
疼持续了好几个小时。这是关于血管舒张效果药物最早的记录。

来自斯德哥尔摩的诺贝尔（ＡｌｆｒｅｄＮｏｂｅｌ，１８３３—１８９６）采用多孔硅胶吸收不
稳定的硝酸甘油并成功地发明了炸药。这种专利炸药使得诺贝尔家庭变得极其富
有。在生产炸药的工厂，工人们结束周末返工时，会经常感到脸部发烫并伴随剧烈
的头痛。进一步研究显示，硝酸甘油具有强大的血管扩张作用，进而使其成为一个
循环系统血管扩张剂。

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硝酸甘油治疗心绞痛的作用机理才得以弄清。事实证
明，可溶性脒环化酶可以通过自由基，如甘油产生的一氧化氮（ＮＯ）而被激活。一
氧化氮在心血管系统中作为信号传导分子。

除了硝酸甘油，许多有机硝酸酯类化合物也被用于治疗心绞痛。这些有机硝
酸酯通常通过多元醇（分子中含有大量的羟基）的硝化来制备。这些化合物包括二
硝酸异山梨醇酯（ＩＳＤＮ）、季戊四硝酸酯和丁四硝酸酯。

!．$．#! yz0+1{i

利尿剂，也被称为水丸剂或β阻滞剂，是最常见的心脏病规定用药。在利尿
剂的发现中，“运气”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１９１９年，沃格尔（ＡｌｆｒｅｄＶｏｇｌ）还是维也纳的一名三年级医学生，他将一种新

型的抗梅毒汞剂梅巴酚（奴乏索罗）用于治疗一位先天性的梅毒患者［２６］。令他惊
讶的是，患者的排尿量达到了正常量的５～６倍。排出体液后，心脏压力也会相应
降低。汞利尿剂的出现彻底改变了由充血性心脏衰竭引起严重水肿的治疗方法，
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噻嗪类利尿剂出现之前，汞利尿剂一直是治疗此类疾病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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