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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和保持中华

民族核心竞争力的头等大事，然而中国

目前的制药工业水平与中国的大国地位

极不相称。寻找适合于中国医药研发现

状的新药研发策略成为当前一个时期紧

迫而又重要的方面。传统的新药发现模

式往往是从一个已知的生物靶点开始，

通过筛选来发现针对这一靶点的特异性

药物。这一模式的优势在于找到的药物

前体往往与生物靶标具有很高的特异性。

但是疾病的发生往往是多个靶标．多条

信号传递和代谢途径链共同作用的结果。

因此，寻找能影响多信号通路的药物现

已成为创新药物发明的一个重要方面。

互动药物开发是一种新兴的药物研发策

略，通过将针对不同生物靶位的多种药

物有机组合．使这些药物发挥互动作用，

可以有效针对一些多因素调控的复杂疾

病，如癌症等。随着互动药物研究不断

深入．其在临床上的应用也得到了不断

发展．各种互动新药层出不穷。

1 互动药物的背景及研究现状

1．1互动药物的发现

互动药物(Synergy Drugs)是指

在协同作用的药物——药物组合中

(Combination)，单一药物剂量可以大

大降低(甚至最后用药剂量降到原先单

一用药剂量的1／100以下但是疗效会

显著提高的配伍形式。。平时常说的协

同效应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泛指，英文

combination更贴切，而互动效应特指

一加一远大于二的协同效应。互动药物

往往针对某种疾病的不同靶点，不同通

路，其发现源自于药物组合。

将多种药物组合使用以预防和治疗

疾病最早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沪@。传

统医学中的中药，特别是中草药，都是

药物组合应用的例子。中国古代很早开

始使用单一药物治疗疾病，经过长期的

医疗实践后，又学会将几种药物联合起

来使用。战国时期的《内经》就提到中

药中方剂的组成结构．药物的配伍规律

等等，奠定了中医药领域药物组合使用

的理论基础。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复方

配伍理论在现代医药学领域中．通过对

药物相互作用的研究得到迸一步提升。

Loewe通过观察单一药物和药物组合产

生效应的不同．融合数学、分子生物学．

药理学等学科的成就，最先将药物相互

作用进行定义和分类。。根据Loewe的

理论．包括后续的多种药物相互作用模

型，药物相互作用根据产生的效应可以

分为三类：协同(Combination)．拮抗

(Antagonism)和相加(Additive)．具

体的定义方式如下：

台+爱=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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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4和d2分别代表两种药物组合

使用时达到某一生物学效应各自所需要

的剂量．D，和D2分别代表两种药物单

独使用时达到这一效应时时所需的剂量。

如果FICI值小于0．5，则两种药物之间的

相互作用称之为协同；大于4．0．称之为

拮抗；0．5—4．0之间，即相加，两种药

物之间没有明显相互作用。。在“Loc'we”

方程的推导过程中，为了简化运算．这

一模型作出了一系列的假设，要求相互

作用的各药物之间量效关系相同，服从

相同的动力学方程@@，因此该模型用于

药物相互作用仅在一定范围下成立。随

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在协同作用

之外还可以划分出第四种药物相互作用

方式：互动【synergy)，指的是FICI值

小于0．1的药物相互作用@。。Loewe方程

要求针对某一特定疾病的组合药物都必

须有相应的疗效，例如两个可以发挥协

同抗真菌作用的药物，本身都必须具有

抗真菌活性。互动药物突破了这一限制，

互动成分单独使用时可以都没有活性，

但按一定比例组合使用后，也能表现出

很强的活性。正因如此，互动药物的范

围被大大扩展，天然产物．传统的中药

成分、合成和半合成化合物以及一些专

利过期药物都可以纳入互动药物寻找的

范畴，其产生的互动效果也要远远大于

简单的多种药物疗效相加。中药．微生

物代谢产物以及各种天然产物都能给我

们提供很多具有互动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当然，互动药物的特点不仅仅在于备选

药物范围的扩大，更重要的是多种药物

组合后产生的极佳的互动效应。我们发

现，分离自海洋真菌Fusar／um pro／／feratum

的天然产物beauvcricin在低剂量单独使

用时并没有抗真菌活性，但与抗真菌药

物酮康唑(ketoconazole．KTC)联合使用后，

生物产业捞希I 2010．06(11月)．1 www．biobusiness．tom．姐

能够显著增强酮康唑的疗效，降低其毒副

作用，同时降低致病真菌对酮康唑的抗药

性o。我们用药物互动作用筛选模型，研

究了KTC和beauvericin联合杀真菌的互动

效果．细胞毒性．以及KTC单一用药治疗

时产生肝损伤和其他副作用．从多个层面

上证实了这一互动药物组合的增效减毒作

用。青蒿素，作为我国发现的第一个被国

际公认的天然药物，它是世界范围内治疗

脑型疟疾和恶性疟疾的首选药物，主要是

从药用植物黄花蒿中直接提取得到。由于

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在临床上的广泛使用，

耐受青蒿素疟疾的报道已经屡见不鲜，而

且青蒿素类药物在临床应用中还存在复发

率较高的问题。甲氟喹为年喹啉甲醇类化

合物，结构与作用方式均与奎宁类似，是

一种治疗疟疾的“老药”，单独应用时很容

易产生耐药性，临床上已经作为二线乃至

三线药物使用。但近来的研究发现，甲氟

喹与双氢青蒿素联合使用后，对恶性疟疾

的疗效极佳，并且可有效控制复发。。由

此也可以看出，中草药乃至中药，作为天

然产物一个广阔且重要的来源．势必为互

动药物的开发输送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

在国际上，已经有大量互动药物成功的例

子，这些药物很多以天然产物或半合成化

合物作为组成成分@。由两个化学结构已

知．作用机制明确的纯化合物开始延伸做

加法来了解中药神奇功效的策略．与从中

药馏分库中做减法来寻找活性纯化合物的

策略，有异曲同工的效果。因此．互动药

物开发是架设传统中药和西药的桥梁，也

是中药走向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必由之路。

1．2互动药物的优势与研究现状

互动药物之所以能成为国内外的研

究热点．在于它在新药研发和临床应用

中的显著优势。第一个显著优势在于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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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药物能够有效针对多基因．多因素调

控的复杂疾病。以癌症为例．作为一种

复杂疾病，已知的大多数癌症都有一个

较长的由正常组织分化成肿瘤组织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往往是多种因素如

癌基因．抑癌基因、细胞周期蛋白、肿

瘤生长因子等共同发挥作用。因此在目

前的肿瘤治疗中，还不存在仅仅依靠单

一药物就能逆转肿瘤化进程乃至肿瘤

分化和转移的“灵丹妙药”。药物互动

这一理念很早就被研究者引入癌症治

疗。霍奇金淋巴瘤最著名的临床治疗方

法就是将阿霉素(adriamycin)．博来霉

素(bleomycin)，长春碱(vinblastine)和达

卡巴嗪(dacarbazine)四种药物组合使用

的ABVD化疗方案@。一份临床调查显

示．这一治疗方案相较单一治疗药物而

言，显著提高了霍奇金淋巴瘤病人的生

存率。。传统的互动抗癌药物往往包括两

类成分，一类是针对癌细胞的DNA损伤

药物以及细胞毒药物，另一类是能够提

高癌症细胞对这些药物敏感性的辅助药

物。两类药物联用．发挥的互动效应可

以显著提高病人化疗后的生存率。例如．

经典抗癌药物阿瓦斯汀(Avastin)通过

抑制能够刺激新血管形成的”血管内皮

生长因子”，使肿瘤组织无法获得所需的

血液．氧和其他养分而最终”饿死”，达

到抗癌功效。虽然阿瓦斯汀是美国第一

个批准上市的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抗癌

药，但是临床试验发现，该药物会导致

高血压等副作用．极少数情况下还会引

发比较严重的结肠穿孔。抗体药物赫塞

汀(Herceptin)和其联用时．通过提高

癌细胞对阿瓦斯汀的敏感性．使得化疗

效果明显提高，同时，毒副作用也大大

降低∞。急性早幼粒细胞性白血病(APL)

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曾经被认为是最为恶性的白血病之一，

由于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多患者死

于发病早期。三氧化二砷是美国食品与

药物管理局(FDA)批准的用于治疗复发

和难治型APL的首选药物，在高浓度时，

可以通过影响细胞内含巯基的酶活性

诱导APL细胞凋亡从而发挥抗癌作用。

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的陈竺院士课题组在

研究砒霜坤制剂诱导白血病细胞分化凋

亡的机制时发现，低浓度的三氧化二砷

和传统抗癌药物全反式维甲酸联合．也

能够起到与常用剂量相同的疗效@。低

剂量的三氧化二砷即可以显著提高白血

病细胞对全反式维甲酸的敏感性，促进

APL细胞的分化。进一步的临床实践

证明，这两种药物联用可以使90％的

APL患者化疗后存活时间延长至5年，

且未见明显长期毒副作用∞。这一发现

也使得APL成为第一种基本可以治愈

的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互动药物的第二个显著优势在于

其提高疗效的同时降低了毒副作用，减

少了耐药性的发生．这在致病菌耐药性

泛滥的今天表现尤为重要。以临床上常

见的抗生素耐药为例，根据FDA的统

计，为了应对临床上层出不穷的耐药菌

感染，每年美国国内需要额外花费400

亿美元锄。抗生素耐药不仅造成了医疗

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也极大地加重了

新药研发的压力。传统的新药发现模

式已经不能满足临床上对新抗生素的需

求。抗生素耐药已经成为了全球性的难

题。为此．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出

警告：“新生的、能抵抗所有药物的超

级细菌，将把人类带回感染性疾病肆意

横行的时代”。通过将具有互动活性的

化合物(可以来自于天然产物．合成或

半合成化合物．中药成分)与临床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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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联合使用，发挥互动效果，可以

显著降低达到特定治疗效果所需要的药

物量。一方面由于用药量减少，抗生素

本身所带来的毒性大大降低；另一方面，

可供进入临床使用的药物范围大大扩

展，一些二线乃至三线临床药物可以重

新“焕发青春”，新药研发的压力明显

缓解。以阿莫西林和克拉维酸作为主要

成分的互动药物Augmentin就是一个非

常好的例子。阿莫西林是半合成羟氨苄

青霉素，它通过与细菌细胞膜上转肽酶

的结合从而抑制细菌细胞壁合成过程中

的交叉连接，最终导致菌体肿胀破裂死

亡，是临床治疗各种感染最常用的抗生

素之一。但是随着阿莫西林的广泛使用，

其在临床上的耐药问题也日益严重。细

菌通过产生∥一内酰胺酶(卢-lactamase)

催化水解卢一内酰胺环致使阿莫西里的

抗菌作用削减或丧失。克拉维酸是一类

卢一内酰胺酶抑制剂，其抗菌作用很弱。

但与阿莫西林联合后，可在不同程度上

保护与其联合的阿莫西林不被细菌产生

的卢一内酰胺酶灭活(图1)。根据文献

报道．二者联用后，克拉维酸提高阿莫

西林对克雷伯杆菌属．普通变形杆菌等

少数肠道产酶杆菌等的抗茵作用4—32

倍，提高对嗜血流感杆菌的抗菌活性

32倍。对于卡它莫拉菌，联用后阿莫

西林的抗菌活性提高了4～32倍。另

外，对于产酶厌氧菌脆弱类杆菌的抗菌

活性．卢一内酰胺酶抑制剂将阿莫西林的

疗效提高了约64倍匕在疗效显著提高

的同时，阿莫西林的抗菌谱也大大扩展．

其中包括了原本因产生卢一内酰胺酶而

已经耐受阿莫西林的致病菌回。

随着互动药物的优势逐渐被学术

界和工业界所了解．其在医药领域的

应用也逐渐拓展④t铲。．新的互动药物

生镑产业接希I 2010．06(11月)．1 www．biobusiness．corn．∞

不断涌现，表1列出了部分已经被美国

FDA批准进入市场的互动药物。以其中

的Vytorin C维多灵)为例，作为默克公

司和先灵葆雅公司在2004年即投入市场

的降胆固醇新药．在2008年仍然为两

家公司带来超过12亿美元的销售额，并

且成为了北美新处方药中的第三大降胆

固醇药。由此可以看出，随着互动药物

优势的不断展现，互动药物开发在新药

研发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结合

我国新药开发起步晚．底子薄的实际情

况，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天然产物资源，

从中药乃至天然产物药物中寻找互动药

物前体势在必行。选择性地将传统中药

成分和化学药物联合使用，可以产生非

常好的互动效应。一是增强功效．化学

药物可以改变中药成分的溶出率或形成

新的复合物等提高治疗效果，如生脉散

中加入特定的化学药物可以增强其抗心

肌缺血作用；二是产生新的功效。例如

中药干姜单独使用时无强心．升压作用．

但是将干姜与甘草酸配伍使用，强心、

升压作用显著，并能减慢窦性心律．避

免干姜产生的异位心律失常。从以上也

可以看出．互动药物开发作为一种适应

我国医药产业状况的策略，必将会成为

我国振兴中药产业．加快新药研发速度

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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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名 互动成分 适应证

Vytorin 依泽替米贝(Ezetimibe)+辛伐他汀(Simvastatin) 高血脂

Caduet 氨氯地平(Amlodipine)+阿托伐他汀(Atorvastatin) 冠心病

Lotrel 氮氯地平(Amlodipine)+贝那普利(Benazapril) 高血压

Glucovancc 二甲双胍(Metformin)+格列本脲(Glyburide) II型糖尿病

Avandamet 二甲双胍(Metformin)+罗格列酮(Rosiglitazone) Ⅱ型糖尿病

TlⅪvada 恩曲他滨(Emtricitabine)+泰诺福韦(Tenofovir) 抗HIV病毒

Kaletra 洛匹那韦(Lopinavir)+利托那韦(Ritonavir) 抗HIV病毒

Rebetron 干扰素(PEG-interferon)+利托那韦(Ritonavir) 抗丙肝病毒

Bactrim 甲氧苄氨嘧啶(Trimethoprim)+磺胺甲恶唑(Sulfamethoxazole) 细菌感染

Advair 氟替卡松(Flutieasone)+沙美特罗(Salmeter01) 哮喘

2互动药物的发展态势

在互动新药“百花齐放”的同时，随

着系统生物学的发展，通过对互动药物的研

究，我们对复杂疾病的认识也逐渐加深。隐

藏在互动效应背后的是多靶点．多信号通

路的共同作用。通过对互动药物量效关系的

分析，寻找药物之间“如何互动”．”为什么

能够互动”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不

同生物信号网络和靶点之间的联系，挖掘

出隐藏在复杂相互作用之后的生物相关性，

最终加深我们对复杂疾病发病机制的理解。

Lehar等人通过构建数学模型，分析了不同

酵母突变株在不同互动药物组合处理下的响

应，从而明确了若干互动药物的作用靶位之

间的相互作用和联系。。实际上，关于药物

相互作用模型的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从

未停歇。不论是初始的”咖gck：litive“模
型，还是后来发展出的”Bliss h卸即曲娣”

模型，以及Chou等人提出的“‰Taiahy
Method”∞蝴．都代表了学术界对药物相
互作用乃至互动药物的争议和研究。进入

21世纪后．研究者们开始更多的将目光投

向互动药物组合的预测以及互动机制研究。

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互动机制的明确为

我们更快更有效地预测和发现新的互动药物

组合提供理论基础，而新的互动药物组合

的发现又为我们研究互动机制提供了更多

的佐证。特别是进入“后基因组时代”以

后．生命科学的研究热点从对分子水平上

遗传信息的解读转移到了对整体生物学行

为以及相应的基因和蛋白质功能的理解。

蛋白质组学．药物基因组学和生物信息学

吸引了来自医药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目光。

通过对疾病相关基因，药物作用靶点和通

路、各种药物分子转运蛋白等方面的研究．

寻找新的互动药物组合方式，提高互动药

物的疗效和安全性．将会是未来互动药物

研究的主要方向。同时，随着研究的深入，

我们得到的数据量也会越来越大，包含着

生物大分子靶点，信号通路．作用方式的

海量数据急需我们的解读，从而破译其中

所蕴含的”生命和功能”信息。要读懂这

样包含海量数据的“天书”，仅仅依靠传

统的实验观察手段是不够的，必须借助于

高效能的数据分析和处理方法。也正因为

如此，将生物信息学和互动药物研究结合．

利用生物信息学的各种研究手段和算法，

帮助生物学家理解和发现隐藏在大量数据

之后的“生物学行为”．既是”后基因组时

代”的大势所趋，也迎合了互动新药开发

的迫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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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互动药物的预测还是互动机

制的挖掘，都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作为支

撑。传统的筛选技术在这样的研究需求

下已经“力不从心”。因此．互动药物的

研究深入必然伴随着药物筛选技术的进

步。随着高通量筛选技术(High-Tht硎ghput

Screening，ms)的引入，同一时间内可
以处理的实验次数和样品数大大增加。如

果对一个包含1000个化合物的库进行

互动筛选，化合物两两组合以测试互动

效果，按照传统的筛选流程，需要实验

1000×(1000-i汜次。这显然会大大提高筛

选成本，降低互动药物的价值。而高通量

筛选技术的应用为从各种高丰度化合物库

(包括全合成．半合成产物库以及天然产

物库)中筛选得到有应用前景的互动药物

提供了技术保障。B嘶科等人利用组合高

通量筛选技术(Combina60nHigh-娜
sc蛐．cI-rrs)对约120000个药物组合
进行筛选∞，以寻找具有临床应用前景的

互动药物前体。通过对筛选结果的验证

和分析，他们发现真菌抑制剂和镇痛药

联用可以有效抑制耐药型白色念珠菌的生

长，并且对哺乳动物细胞没有明显的毒副

作用；糖皮质激素和抗血小板药物联用

可以抑制人类单核细胞中肿瘤坏死因子

o【TNF-o【)的增殖；安定类药物和抗原虫

药在单独使用时并没有显著抗肿瘤活性，

但针对肿瘤小鼠联用时可以有效阻止肿瘤

组织增殖。这一结果的发表引发了研究者

对互动药物筛选研究的极大热情。这也验

证了前面的观点：我们通过筛选和分析药

物相互作用来找到新的互动药物，对新的

互动药物的分析又反过来帮助我们更好地

理解疾病和自然。同时，随着化学合成和

分离技术的进步．能够应用于互动药物筛

选的化合物范围也被大大拓展。全合成．

半合成化合物、天然产物以及过期的专利

■反馈服务编码W2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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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都可以与临床一线药物组合使用，达到

提高疗效，降低毒副作用的互动效果。而作

为自然界提供给我们的“宝库”一天然产物，

也成为互动药物研发的焦点。天然产物，由

于其来源的生物多样性，往往具有多样性的

结构和新颖的药理学活性。这一特点，使天

然产物成为药物前体的重要来源。基于天然

产物的高质量、低重复的化合物库．也将会

成为互动药物筛选的首选目标。

自进入2l世纪以来．新药研究的压力

骤然加大。这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

因：第一是临床上抗生素的不恰当使用导

致耐药菌株的泛滥，催生了对新抗生素的

需求钞：第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

些对人类具有重大威胁的复杂疾病，如艾

滋病．埃博拉病毒感染。禽流感的出现，

使得针对单一靶位的传统化学合成药物已

经不能满足临床需求o；第三是一些耐药致

病菌株在不断的进化过程中变得更具感染

性，同时耐药性增加．导致抗生素的最后

一道防线“被攻破”国。在这样一种严峻的

环境下，互动药物以其自身独有的优势，

被众多研究者寄予厚望。与传统的化学合

成药相比，互动药物开发具有不少优越性。

互动药物可以将没有专利保护或者已过专

利的临床二线药物作为主要成分，从而大

大降低成本。此外．互动药物开发的针对

性强，临床研究失效风险小。当然，这个

领域里还有很多挑战：比如体内的药物一药

物相互作用，如何从药物动力学角度调节

两个药物的血药浓度能达到最佳7截止到

2010年9月．全球有超过100种互动药物

产品正在研发中，其中一些已经进入临床

实验阶段嘲。从发展态势上来看，互动药
物还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伴随着

下一代高通量筛选技术的应用．其研发速

率还将进～步加快。互动药物筛选也将成

为决定互动药物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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