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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前言

译者与本书的渊源缘于在哈佛医学院的国家公派访学生涯!第

一次去哈佛广场"我就在哈佛书店与!"#!$%& '"的新书

#(')%&(*+,#-.-*/+$一见钟情!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

版"达特茅斯大学达特茅斯化学教授/0120345/167789和诺贝尔奖

得主哈佛大学#5!5%019:教授为本书作了热情洋溢的名家推荐!

这些年"美籍华裔药物化学家!"#!$%&'"撰写的有机化学和药学

方面的书籍脍炙人口"而本书主题%重磅炸弹&药物更是药物发现皇

冠上的明珠!译者挚爱药物研究和语言文字"与!"#!$%&'"以书

会友"一见如故!这些天时地利人和激励着译者满腔热情地投入本

书的中文翻译中!

实际上"我在哈佛访学期间就基本完成了全书的中文翻译!学

成回国之后"译者又对中译稿进行了全面修订"力求尽量减少错漏遗

憾!正如#5!5%019:所言"本书既可以作为科学爱好者的生物医药

科普书籍"又可以作为专业人士的药物发现案头专著!本着这个定

位"译者对于药物通用名'商品名'医学药学术语等知识点都作了中

英文对照"对于外国人名'地名'机构名则视情况采用原文或者提供

中英文对照!译者对所发现的原书中的差错做了审慎的改正!译者

还通过译者注为中文版读者作了一些补充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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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希望无论是科研人员还是普罗大众都能喜爱本书中文版"

这是译者的心愿!作为译者的第一部译著"虽然译者力求完美"但是

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局限"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亲爱的读者朋友批

评指正"我的电子邮箱是;<9=760=92!>?@5;0=!

张庆文!博士

上海医药工业研究院研究员

哈佛大学访问医学教授

AB>?年C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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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英国政治家和哲学家!"#$%"&$'()!*+,-"*+-+#曾经说过$

%那些不懂历史的人终将重蹈覆辙&'对于科学(特别是药物发现(历

史可能是最好的老师(从中我们可以学到宝贵的经验教训&虽然为

药物发现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但是这些投资中的大多数却未能

如我们所愿带来丰厚回报(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间尤甚&因此(我们

可以从失败中学到不要做什么&另一方面(在药物发现领域也取得

了以%重磅炸弹'药物为代表的诸多引人瞩目的成功(这些正是本书

的主题$我们可以从成功中学到要做什么&

,.世纪下半叶是药物发现的黄金时代&以%重磅炸弹'药物为

代表的医药成就挽救了生命和!或#提高了生活质量&与此同时(医

药工业欣欣向荣&本书中(我重温了多个治疗领域中%重磅炸弹'药

物的研究和开发(涉及抗溃疡药)抗过敏药)血液稀释药和镇痛药&

本书未涉及的一类重磅炸弹药物是他汀类(其中几乎每一个品种都

堪称超级%重磅炸弹'&我在前一本书*心的胜利(他汀的故事+中(详

尽记录了他汀类的辉煌历程&

我希望无论是科学家还是普罗大众都能喜爱本书(并从中感受

迄今我们在医药领域所取得的进步&如果读者朋友能够从%重磅炸

弹'药物引人入胜的研发历程中获得启迪的话(我将再高兴不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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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有关邮政公司允许本书使用其保有版权的邮票&所有用粗

体字体印刷的化合物的化学结构式参见附录&

我一如既往地欢迎读者朋友批评指正&您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直

接跟我联系$/010)123(/0!4#20/536#&

723(80

,.*9年:月*日

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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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炸弹"药物时代之前!!

我们应当铭记药物是用来治病救人的!我们应当永志不忘

药物是用来治病救人的"不是为了追逐利润而研制药物!利润随

之而来"并且只要我们铭记这一点"利润就会如约而至!我们越

是铭记这一点"利润越是滚滚而来!

!"#$!"%&'"$()"已故默克公司总裁#*+,-$*,./%

!重磅炸弹"药物如今是指年销售额超过*0亿美元的药物#仅

仅十年之前$!重磅炸弹"药物的门槛还是年销售额超过.亿美元$这

印证了时代的变迁#在这些!重磅炸弹"药物挽救数以百万计患者生

命和提高数以百万计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制药公司也获得了丰厚

的利润#然后$制药公司投巨资于新药研发$寻找新的!重磅炸弹"药

物$以期维持患者%身心&和制药公司自身%财务&共同的健康!生命周

期"#

制药公司有时候被称作!生命商人"#确实$他们的产品是以很

多积极方式影响着人们生活的药物#但是切勿搞错$制药行业是对

!

! 边栏数字为原版图书页码$与索引中的页码对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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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负责的盈利性机构#因此$它必须盈利来营生#这就是制药行

业的矛盾处境#

然而$这种情况却是最近几十年才成为常态的#

第一个抗组胺药%可对抗组胺作用的物质$详情参见第-章&是

由法国药理学家1234567895:在*,;/年发现的#**,;/年至*,-*年

间$7895:通过三千多次实验找到了现如今使用的绝大多数抗组胺药

赖以发现的那些化学结构#这些抗组胺药可有效治疗范围广泛的过

敏反应#他的发现在*,-<年催生了第一个抗组胺药苯苄扎明

%"#$%&$%'()*%$$商品名=3:5>?23&#*,--年$7895:自己的发现之

一吡拉明%"+,*-()*%$$商品名@5823:5>?23&作为药物上市#他并未

为其申请专利$也没有从他的重要发现中赚到一分钱#不过$7895:
并非一无所获$他在*,./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8A56

B>4C5D8>BEFG4868?F8>'5H4I435&#

强生公司%J8E3G83KJ8E3G83&创始人三兄弟之一的$8A5>:

%88HJ8E3G83将军%*+-.'*,*0&起草了公司信条$规定公司开展业

务活动时必须履行社会责任#该信条指出$公司第一对使用其产品

和服务的人负责$第二对公司雇员负责$第三对社区和环境负责$第

四对公司股东负责#<在年景好的时候$人们容易做得大度$但是年景

不好的时候$尤其在很多制药公司是由生意人运营的当下$盈利往往

压倒价值观#有些经营者会觉得$盈利已经成为制药公司的头等

大事#

*,-;年$$L:?5>G大学的土壤微生物学家M56N23=A>2E2N

%2OGN23和他的学生=6A5>:MIE2:C分离得到一种抗生素$可以非常

有效地杀死那些使用青霉素无效的革兰氏阴性菌#%2OGN23将其

命名为链霉素%./,$"/0)+1*%&$借助梅奥医院%'2F8(6434IG&进行动

物试验和临床研究$以及默克%'5>IO&进行大规模生产$链霉素被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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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疗结核病既安全又有效#链霉素是首批可有效治疗结核病的药

物之一#结核病是一种已经贻害人类数千年的传染病#*,;+年$

%2OGN23和时任默克("#的!58>?5%&'5>IO%*+,-'*,./&达成

一项合作协议$由默克资助%2OGN23实验室的发酵研究#按照该协

议$%2OGN23从默克获得化学上的支持$并可使用默克的各种设备

用于链霉素生产#作为回报$默克获得%2OGN23所开发工艺的全部

专利#;$L:?5>G大学将链霉素许可给默克#作为一家药企的一种异

乎寻常的善意姿态$!58>?5%&'5>IO在 %2OGN23的要求下$签约

放弃开发链霉素的独占权#这意味着$地球上任何一家制药公司都

可以生产和销售链霉素#默克的大度极大地提升了其公司的声誉$

不仅因为科学$而且因为人道主义美誉#众多药企竞争的结果是$链

霉素的价格很快变得十分便宜#

*,.0年在里士满弗吉尼亚医学院的一次演讲中$!58>?5%&

'5>IO留下了本章开头那段有关其公司价值观的不朽论述$数十年

来为人津津乐道#;

多年之后的*,+/年$时任默克("#的B&$8FP2?568G作出了

一个类似的慷慨决定$默克将向世界上任何需要的人免费捐赠

'5I:4C23#'5I:4C23%*2$,)$1/*%!依维菌素&是一种对于预防河盲症

非常有效的抗寄生虫药#河盲症是一种由黑蝇传播的肆虐撒哈拉以

南非洲和部分拉美国家的可怕疾病#默克多年来捐赠了超过<.亿

片'5I:4C23$总价值超过;/&.亿美元#-在P2?568G的管理下$默克不

仅是排名世界第一的制药公司$还是凭借一流的科学(公司公民责任

和道德水准而最受尊敬的公司#为默克工作是很多研究生的梦想之

一#默克的科学家理所应当地倍感骄傲$据说甚至还有些傲慢#

如今$制药行业的形象已经今非昔比#即便是作为公司公民责

任金标准的默克$也因为<00-年万络%P48QQ&因心脏毒性撤市的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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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影响而备受质疑#镇痛药万络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重磅炸弹"药

物$<00;年销售额达<.亿美元#然而$万络撤市花费了默克超过-.

亿美元用于支付法律费用#

与此同时$通过<000年兼并华纳兰伯特%%2>35>RS2NA5>:&$

<00;年兼并法玛西亚%BE2>N2I42&$以及<00/年兼并惠氏%%F5:E&$

辉瑞 %BD4C5>&一跃成为世界最大制药公司#随着 托塞匹布

%/0,1$/,("*&&和"QLA5>2%常被比作医药界的泰坦尼克号和海德堡灾

难&等数个大品种的惨重失败$辉瑞乃至整个制药行业的声誉都受到

了损害#!沦落的是对我们价值观的看法$"前辉瑞("#J5DD>5F

)43H65>-<00,年这样讲过$!我们被视为贪婪(傲慢和不透明#".

要想恢复声誉$医药工业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公众已经基本

淡忘了制药公司在<0世纪的很长时间里曾位列最受尊敬的公司#

现在$我将带你去巡礼五类!重磅炸弹"药物$不仅怀着对于医药工业

黄金时代浓重的怀旧意味$更怀着从昔日成败中汲取宝贵经验教训(

在未来复兴制药行业的希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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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一个时代#第一个!重磅炸弹"药物$
泰胃美

发现新药的捷径是从老药出发!

J='"M%&7S=()"*,++年诺贝尔奖得主#*,<-$<0*0%

*,+T年$也就是上市后的第三年$泰胃美%U2?2N5:&销售额突破

*0亿美元$一跃成为首个!重磅炸弹"药物#泰胃美是抗消化性溃疡

药$由位于 %56VF3花园城的史克公司%MN4:E)6435K W>53IE$

M)KW&英国分公司的J2N5G%&762IO团队发现#泰胃美之前$史

克只是一家位于费城的籍籍无名的美国药企#泰胃美之后$史克跻

身世界最大制药公司之列#泰胃美的研发历程堪称药物编年史上最

不同凡响的范例之一#这是一个传奇故事$因为从*,T-年开始的头

**年间$研制工作乏善可陈$以至于泰胃美几乎胎死腹中)

!"#!$%&'()*%+,和泰胃美的发现

!!3&!&!!史克公司

MN4:E)6435于*+;0年在费城开张时$只不过是一家微不足道

%

%



!重磅炸弹"药物

的小药铺#美国南北战争期间$J8E3)&MN4:E和J8E3!46A5>:两位

医生在北二街建立了小型的MN4:E)6435药厂#*费城不仅是美国的

诞生地$它也是美国药业的摇篮#惠氏%%F5:E&('I@546($8>5>和

华纳兰伯特%%2>35>RS2NA5>:&都可将起源追溯到南北战争期间在费

城开办的小药铺#在*++0年代$'2E683@&)6435领导公司开始研

制和生产自己的产品#*+,*年$它吸收由X2>>F7&W>53IE创办的

W>53IE$$4IE2>HGK(8&$成立史克公司#成立之初$史克缓慢扩充

着自己的产品线#到*,<0年代$史克拥有了从阿司匹林到搽剂的大

约*.000个品种#他们的"GO2FYG=6ALN534C5HW88H作为一种婴儿

和残疾人易于消化的食品大受欢迎#此后$史克的晕船药"GO2FYG

U2A65:GD8>M52G4IO35GG取得了很大成功#史克的专科药"GO2FYG

@5L>8ZE8GZE2:5G作为一种神经强壮剂$为国内外数百万患者减轻了

痛苦#*,<,年$史克研究院%MN4:E)6435KW>53IES2A8>2:8>45G&成

立$专注于研发#

在大萧条时期的*,;T年$史克加大了研发力度%与在<00+年的

最近一次衰退期间$很多制药公司削减了研发投入形成反差&#除了

找到数个新型镇静剂之外$史克还!幸运地"发现了安非他明

%()"#$/()*%$&#安非他明原本用于!提振"情绪低落者的情绪$但是

自从上市之后就被广泛滥用#*,..年$史克的抗精神病药氯丙嗪

%1#-0,",0)('*%$$商品名UE8>2C435&在美国上市#氯丙嗪由法国药

厂$E[35RB8L653I的B2L6(E2>Z53:45>于*,.0年合成#其抗精神病

作用由法国医生X53>4 '2>45S2A8>4:发现#UE8>2C435上市一年

之后$美国精神病医院在历史上第一次出院病人超过了入院病人#

史克还开创了一些创新性的市场营销策略#他们是首家向医生定期

邮寄新药样品的药厂#

*,.,年初$史克在伦敦以北赫特福德郡的 %56VF3花园城建起

&

&

'



<!开启一个时代*第一个!重磅炸弹"药物$泰胃美

了一家小型研究分支机构$理由是英国研究者药物发现的理念可能

与他们的美国同行不同#本案例中$史克在 %56VF3研究所的小小

投资获得了泰胃美的丰厚红利#西咪替丁%商品名泰胃美&是第一个

治疗消化性溃疡%在胃或小肠上部的十二指肠内膜出现的孔洞&的有

效药物#*,/T年西咪替丁上市之前$史克只不过是一家默默无闻的

小药厂#凭借泰胃美$史克一飞冲天$跻身业界顶级制药公司#泰胃

美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J2N5G%&762IO$他在*,T-年至

*,/<年间担任%56VF3研究所的高级药理学家#

!!34!43!5()$.6-(17和! 阻断剂

J2N5G%EF:5762IO于 *,<- 年 T 月 *- 日出生在苏格兰

\HH43?:83的一个工人家庭$在五个儿子中排行老四#其父*<岁时

便成为一名煤矿工人$但他通过夜校拓展自己的职业$逐渐晋升为煤

矿工程师#<年轻的J2N5G受到父亲职业精神的强烈影响#*,-T年从

M:&=3H>5VG大学获得本科学位之后$J2N5G762IO在那里从事了一

年生理学研究#随后他去新加坡教了三年书$以偿付他从事医学研

究所欠下的债务#等他回到英国$就业市场一片萧条令他几乎绝望$

好在最后他在新近!国有化"的格拉斯哥大学兽医学院受命组建新的

生理系#到*,.T年$在阅读了$2FN83HB&=E6]L4G:的一篇论文之

后$他立志发现一种选择性肾上腺素受体拮抗剂#

佐治亚医学院的$2FN83HB&=E6]L4G:早在*,-+年就推测存在

两种类型的肾上腺素受体$以此来解释肾上腺素%(8,$%(-*%$$又名

5Z435ZE>435&%图 <&*&和 去甲肾上腺素 %%0,(8,$%(-*%$$又名

38>5Z435ZE>435&对于心肌非同寻常的作用#考虑到它们都由肾上腺

素调控$他将其分别命名为! 肾上腺素受体和" 肾上腺素受体#因

为=E6]L4G:的理论在当时如此具有革命性$他发现就连发表自己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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