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氨基酸酯类化合物体外抗病毒活性的测定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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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体外对柯萨奇病毒Ｂ组３型（ＣＶＢ３）以及腺病毒７型（ＡＤＶ７）的抑制作用。

　方法　根据细胞病变效应（ＣＰＥ）观测结合噻唑蓝 （ＭＴＴ）比色法测定细胞存活率以确定化合物的抗病毒活性。计算

化合物的半数中毒浓度（ＣＣ５０）、半数有效浓度（ＩＣ５０）和选择性治疗指数（ＳＩ）。采用ＣＣＩＤ５０ 法测定化合物对于子代病毒

产量的抑制作用。　结果　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 Ｈｅｐ２和 Ｈｅｌａ细胞的毒性均较低，ＣＣ５０ 均＞１００μｇ／ｍｌ。９种化合

物对于ＣＶＢ３均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其中化合物３号（Ｌ丙氨酸甲酯）和５号（β丙氨酸乙酯）抗ＣＶＢ３活性较强，最大抑

制率分别为７３．３％和７４．３％，抑制活性与阳性对照化合物利巴韦林相当（最大抑制率为７３．９％），治疗指数均＞４。５号

化合物对于ＣＶＢ３的子代病毒产量表现出较强的抑制作用，相对于病毒对照组减少２．７ｌｏｇ。化合物２号（Ｌ亮氨酸甲

酯）和３号（Ｌ丙氨酸甲酯）也表现出强的抗ＡＤＶ７活性，最大抑制率分别为６５．０％和７６．０％，治疗指数ＳＩ分别为５．１

和６．３。　结论　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均对ＣＶＢ３和ＡＤＶ７病毒有抑制作用，且低毒高效，有潜力进一步开发为临床上

使用的抗病毒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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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萨奇病毒（ｃｏｘｓａｃｋｉｅｖｉｒｕｓ）属于正链小ＲＮＡ病

毒科的肠道病毒属成员［１］，依据其对乳鼠的致病特点

及对细胞敏感性的不同分为 Ａ（ＣＶＡ１２２，２４）和Ｂ

（ＣＶＢ１６）两组。人类病毒性心肌炎、心包炎、扩张型

心肌病、无菌性脑膜炎、脑膜脑炎、流行性胸痛、慢性疲

·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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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综合征、慢性肾炎、Ｉ型糖尿病等均与柯萨奇病毒Ｂ

组（ＣＶＢ）感染密切相关
［２］。流行病学调查表明柯萨奇

病毒Ｂ组３型（ＣＶＢ３）是Ｂ组６种血清型中致病性较

强的一种类型，也是病毒性心肌炎的主要病原体，有

４５％～６０％的心肌炎与ＣＶＢ３感染有关
［３］。目前，由

于临床上缺乏针对ＣＶＢ３感染的特异性治疗药物。广

谱强效的核苷类似物病毒唑（利巴韦林）常被用作抗病

毒药物。由于其具有毒性大且容易致畸等缺点，因此，

亟待研发安全高活性的抗ＣＶＢ３新药物
［４］。

腺病毒（ａｄｅｎｏｖｉｒｕｓ，ＡＤＶ）是一种分布广泛的无

包膜双链 ＤＮＡ 病毒，人腺病毒分为６个亚属（Ａ～

Ｆ），共有５１个血清型，能引起人体的多种疾病
［５］。其

中以呼吸道感染为主，与呼吸道疾病相关的腺病毒主

要有ＡＤＶ３、ＡＤＶ５和 ＡＤＶ７等３种类型，常可引

起急性咽结膜热，重者可致小儿肺炎［６］，个别类型的腺

病毒还会引起细胞转化导致发生肿瘤［７］。其中ＡＤＶ

７可引起严重的或致死性婴幼儿下呼吸道感染，并容

易引起暴发流行。临床上也缺乏针对ＡＤＶ７感染特

异性强、副作用小的药物，目前主要采取对症治疗，开

发抗ＡＤＶ７感染的特异性药物也是当前研究的热

点［８］。

氨基酸酯是一类具有生物活性的有机化合物。由

于其特殊的理化性质，氨基酸酯可用做羧基的活化和

保护基团、药物或药物中间体、食品添加剂等，使其在

医药、农药、化工、化妆品、食品等方面应用广泛［９］。

Ａｌｍａｓｏｕｄｉ等
［１０］研究表明合成的一系列含有香豆素

侧链的氨基酸酯衍生物中有化合物对艾滋病毒１型

（ＨＩＶ１）或白血病（ＭＴ４）具有抑制作用。合成的一系

列含Ｎ６苄基腺嘌呤侧链的α氨基酸酯化合物中，有

化合物具有抗丙型肝炎病毒（ＨＣＶ）和艾滋病毒

（ＨＩＶ）活性
［１１］。合成的系列苯并噻唑β氨基酸酯类

衍生物部分对烟草花叶病毒（ＴＭＶ）有抑制效果
［１２］。

合成的富马酸氨基酸酯类衍生物具有抑菌活性［１３］。

合成的系列ＬＮ（２吡咯甲酰基）α氨基酸甲酯中部

分化合物对猪霍乱沙门菌、藤黄微球菌、粪链球菌、金

黄色葡萄球菌和大肠埃希菌有抑制作用［１４］。在喜树

碱中引入氨基酸酯合成１０位氨基酸酯高喜树碱化合

物能增强其水溶性，表现出低毒性和抗肿瘤活性［１５］。

本研究拟确认系列氨基酸酯类化合物对于ＣＶＢ３和

ＡＤＶ７的抑制活性。

材料与方法

１　材料

１．１　药品和阳性对照　甘氨酸乙酯（１），Ｌ亮氨酸甲

酯（２），Ｌ丙氨酸甲酯（３），Ｌ丙氨酸叔丁酯（４），β丙氨

酸乙酯（５），Ｄ亮氨酸甲酯（６），甘氨酸叔丁酯（７），β丙

氨酸叔丁酯（８），Ｌ亮氨酸叔丁酯（９）（图１）９种氨基酸

酯和阳性对照药物利巴韦林购于上海阿拉丁生化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取少量样品和利巴韦林粉末溶于ＤＭ

ＳＯ（国药）中，配成终浓度１０ｍｇ／ｍＬ置于－２０℃冰

箱储存备用。

　　

图１　９种氨基酸酯的化学结构式

犉犻犵．１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狊狅犳９犽犻狀犱狊狅犳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狊

１．２　细胞和病毒　Ｈｅｐ２（人喉癌上皮细胞）和 Ｈｅｌａ

（人宫颈癌细胞）购自中国典型培养物保存中心，由本

室保存。ＣＶＢ３（科萨奇病毒Ｂ组３型）和ＡＤＶ７（腺

病毒７型）由本室保存。

１．３　主要试剂和仪器　ＤＭＥＭ 培养基购于美国

Ｇｉｂｃｏ公司；胎牛血清购于杭州四季青公司；青霉素－

链霉素混合液与胰酶ＥＤＴＡ细胞消化液购于以色列

ＢＩ公司；噻唑兰（ＭＴＴ）购于美国Ｇｅｎｖｉｅｗ公司；Ｈｅｒ

ａＣｅｌｌ
?
１５０ｉ二氧化碳细胞培养箱购于美国 Ｔｈｅｒｍｏ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公司；Ａ２生物安全柜购于北京哈东联公司；

ＥＬＸ８００酶标仪购于美国ＢｉｏＴｅｋ公司；ＣＫＸ４１倒置

显微镜和ＩＸ７３倒置荧光显微镜购于日本Ｏｌｙｍｐｕｓ公

司。

２　方法

２．１　病毒滴度的确定　于９６孔板分别接种 Ｈｅｐ２

和Ｈｅｌａ细胞，２４ｈ后细胞密度为８０％～９０％时，分别

将病毒悬液连续１０倍稀释，稀释度依次为１０
－１、

１０
－２、１０

－３、１０
－４、１０

－５、１０
－６、１０

－７、１０
－８、１０

－９ 和

１０
－１０。将稀释的ＣＶＢ３和ＡＤＶ７病毒悬液分别加入

到已贴壁 Ｈｅｐ２和Ｈｅｌａ细胞的９６孔板中，每一稀释

度４个重复，３７℃孵育１．５ｈ，去上清，ＰＢＳ洗涤，更换

新的含２％血清细胞维持液继续培养。试验设置正常

细胞作为对照组，每隔１２ｈ用倒置显微镜观察并记录

结果，连续观察２～３ｄ，重复试验３次，取平均值。

２．２　氨基酸酯类化合物对 Ｈｅｐ２和 Ｈｅｌａ细胞毒性

测定　将生长状态良好的 Ｈｅｐ２或 Ｈｅｌａ细胞经胰酶

·０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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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化后铺板在９６孔板中，１００μｌ／孔，在３７℃、５％ＣＯ２

培养箱隔夜培养长满单层，弃去细胞培养液，ＰＢＳ洗

涤后分别加入含不同浓度的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的细

胞维持液继续培养，一共设置７个浓度梯度：２００、１００、

５０、２５、１２．５、６．２５和３．１２５μｇ／ｍｌ，每个浓度３个重

复，并设置正常细胞对照组，９６孔板置于细胞培养箱

中培养４８ｈ后显微镜目测并分别记录受试化合物对

细胞的毒性，ＭＴＴ比色法在酶标仪上波长４９０ｎｍ处

测得吸光值，计算细胞存活率，试验重复３次取平均

值。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软件计算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

于细胞的半数中毒浓度（５０％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

ｔｉｏｎ，ＣＣ５０）。细胞存活率（％）＝［（药物组平均 Ａ４９０

值／细胞对照组平均Ａ４９０ 值）］×１００％。

２．３　氨基酸酯类化合物对ＣＶＢ３和ＡＤＶ７抑制效果

检测　将Ｈｅｐ２或Ｈｅｌａ细胞铺板９６孔板，长满单层

后弃去培养液；加入１００ＣＣＩＤ５０ 的ＣＶＢ３或 ＡＤＶ７

病毒液感染细胞１．５ｈ，去上清，ＰＢＳ洗涤；加入不同

浓度（１００、５０、２５、１２．５、６．２５和３．１２５μｇ／ｍｌ）的９种

氨基酸酯化合物孵育Ｈｅｐ２细胞，浓度梯度为８０、４０、

２０和１０μｇ／ｍｌ的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孵育 Ｈｅｌａ细

胞（利巴韦林作为阳性对照药物），设置细胞对照组和

病毒对照组，待继续培养约４８ｈ，病毒对照组出现

９０％左右的ＣＰＥ病变时，采用显微镜观察记录细胞病

变效应（ＣＰＥ）并采集照片，目测完毕后，每孔加入３０

μｌ５ｍｇ／ｍｌ的ＭＴＴ，孵育３～４ｈ后去掉上清液，加入

８０μｌ的ＤＭＳＯ溶解，酶标仪测吸光度（Ａ４９０ 值），试验

重复３次，计算药物对病毒的抑制率。用ＳＰＳＳ１１．５

软件计算药物的半数有效浓度（５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ＩＣ５０）。

抑制率（％）＝［药物处理组（药物＋病毒）Ａ４９０－

病毒对照组 Ａ４９０］÷（细胞对照组 Ａ４９０－病毒对照组

Ａ４９０）×１００％。选择性治疗指数（ＳＩ）＝ＣＣ５０／ＩＣ５０。治

疗指数与抗病毒潜力呈正比。

２．４　化合物对ＣＶＢ３子代病毒产量的影响观察　对

数生长期的 Ｈｅｐ２细胞经消化后铺９６孔板，待过夜

长满单层后１００ＣＣＩＤ５０ 的ＣＶＢ３感染，在３７℃、５％

ＣＯ２ 培养箱孵育１．５ｈ，移去病毒液，ＰＢＳ洗涤；加入

含５０μｇ／ｍｌ的５号化合物的细胞维持液继续培养，分

别１２ｈ和３６ｈ后收集细胞培养液于－２０℃和３７℃

３次冻融裂解，对细胞裂解液进行病毒滴定并计算

ＣＣＩＤ５０，试验重复３次。

结　果

１　病毒的犆犆犐犇５０

采用 ＲｅｅｄＭｕｅｎｃｈ 两 氏 法
［１６］计 算 ＣＶＢ３ 和

ＡＤＶ７的ＣＣＩＤ５０ 分别为１×１０
－５．５ 和１×１０

－４．２，后

采用对应病毒滴度的１００ＣＣＩＤ５０。

２　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犎犲狆２细胞的毒性

检测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于宿主细胞 Ｈｅｐ２

的ＣＣ５０ 均＞１００μｇ／ｍｌ，在药物浓度为１００μｇ／ｍｌ时，

９种测试化合物均无明显毒性，加药孔细胞生长状态

同细胞对照组差别不大。所以后续试验选择加药浓度

１００μｇ／ｍＬ及以下测试上述化合物对病毒的抑制作

用。化合物的ＣＣ５０ 见表１。

表１　９种氨基酸酯对犎犲狆２细胞毒性和抗犆犞犅３活性

犜犪犫犾犲１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狋狅犎犲狆２犮犲犾犾狊犪狀犱犪狀狋犻犆犞犅３犪犮狋犻狏犻狋狔

狅犳９犽犻狀犱狊狅犳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狊

化合物编号 Ｎｏ． ＩＣ５０
ａ（μｇ／ｍＬ） ＣＣ５０

ｂ（μｇ／ｍＬ） ＳＩ
ｃ

１ ３６．０ １４６．０ ４．１

２ ３４．８ １５１．０ ４．３

３ ３５．０ １５８．０ ４．５

４ ４９．０ １４８．０ ３．０

５ ２６．２ １４７．０ ５．６

６ ７８．５ １５３．０ １．９

７ ４６．０ １５２．０ ３．３

８ ６２．０ １３９．０ ２．２

９ ５１．３ １３９．０ ２．７

Ｒｉｂａｖｉｒｉｎ
ｄ ２６．８ ２０１．１ ７．５

注：ａ化合物对于病毒的半数有效浓度；ｂ 化合物对于细胞的半数中毒

浓度；ｃ选择性治疗指数（ＳＩ＝ＣＣ５０／ＩＣ５０）；
ｄ阳性对照药物利巴韦林。

Ｎｏｔｅｓ：
ａ
５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
５０％ 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Ｉ）＝ＣＣ５０／ＩＣ５０；ｄｕｓｅｄ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３　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于犆犞犅３的抑制活性

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ＣＶＢ３均有一定的抑制活

性，最高抑制率为５７．０％～７４．３％（图２）。其中３号

（Ｌ丙氨酸甲酯）和５号（β丙氨酸乙酯）两种氨基酸酯

化合物具有较高治疗指数，ＳＩ分别为４．５和５．６，浓度

为１００μｇ／ｍｌ时细胞存活率分别为７３．３％和７４．３％，

浓度为５０μｇ／ｍｌ时细胞存活率分别为６５．５％和６１．

５％，抑制活性与阳性对照化合物利巴韦林相当（图２，

表１）。

４　化合物抑制犆犞犅３引起的犎犲狆２细胞病变效应

ＣＶＢ３感染可致宿主细胞 Ｈｅｐ２产生细胞病变效

应（ＣＰＥ），本试验中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均可保护宿

主细胞发生病变或凋亡，其中化合物１号（甘氨酸乙

酯）、２号（Ｌ亮氨酸甲酯）、３号（Ｌ丙氨酸甲酯）、５号

（β丙氨酸乙酯）抑制ＣＶＢ３引起的 Ｈｅｐ２细胞病变效

应见图３。ＣＶＢ３感染的 Ｈｅｐ２细胞变圆，从细胞板

壁脱离，而５０μｇ／ｍｌ的１、２、３、５号氨基酸酯处理则可

减弱ＣＶＢ３引起的细胞病变，增强细胞的存活率，表现

出较强的抗ＣＶＢ３活性。

５　化合物对犆犞犅３子代病毒产量的影响

测定５号（β丙氨酸乙酯）化合物对于ＣＶＢ３子代

病毒产量的抑制作用试验结果见图４。ＣＶＢ３感染１２

ｈ和３６ｈ，子代病毒滴度分别为３．９ｌｏｇ和６．５ｌｏｇ。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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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μｇ／ｍＬ的５号化合物处理的 Ｈｅｐ２细胞相对于病

毒对照组，１２ｈ时呈现出一定的抑制作用，３６ｈ病毒

滴度无明显增加，表现抑制效应增强，相对于病毒对照

组下降约２．７ｌｏｇ。表明上述化合物可显著抑制病毒

在细胞内的复制增殖。

　　

图２　９种氨基酸酯对犆犞犅３处理犎犲狆２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犉犻犵．２　犆犲犾犾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狅犳９犽犻狀犱狊狅犳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狊犪犵犪犻狀狊狋犆犞犅３

　　

图３　４种氨基酸酯抑制犆犞犅３引起的犎犲狆２细胞病变效应

犉犻犵．３　犐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狔犲犳犳犲犮狋狅犳４犽犻狀犱狊狅犳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狊狅狀犮狔狋狅狆犪狋犺犻犮犲犳犳犲犮狋犻狀犱狌犮犲犱犫狔犆犞犅３

　　

图４　５号氨基酸酯对犆犞犅３子代病毒产量的影响

犉犻犵．４　犈犳犳犲犮狋狅犳犖狅．５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狅狀狋犺犲狔犻犲犾犱狅犳

犆犞犅３狆狉狅犵犲狀狔狏犻狉狌狊

６　化合物对于 犎犲犾犪细胞毒性和抗犃犇犞７活性的评

估

检测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于 Ｈｅｌａ细胞的毒性

以及体外对 ＡＤＶ７的抑制作用，结果见表２。与在

Ｈｅｐ２细胞上的毒性相比，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

Ｈｅｌａ细胞表现出较低的毒性，ＣＣ５０ 均接近或＞２００

μｇ／ｍｌ，在加药浓度１００μｇ／ｍｌ时，细胞存活率与未加

药的细胞对照组相符。

表２　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犎犲犾犪细胞的毒性和抗犃犇犞７活性

犜犪犫犾犲２　犜狅狓犻犮犻狋狔狋狅犎犲犾犪犮犲犾犾狊犪狀犱犪狀狋犻犃犇犞７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狅犳９犽犻狀犱狊

狅犳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狊

化合物编号 Ｎｏ． ＩＣ５０
ａ（μｇ／ｍＬ） ＣＣ５０

ｂ（μｇ／ｍＬ） ＳＩ
ｃ

１ －
ｅ １９０．０ －

２ ３８．０ １９５．０ ５．１

３ ３１．０ １９４．０ ６．３

４ － ＞２００．０ －

５ － １９５．０ －

６ － １９４．０ －

７ － １９５．０ －

８ － ＞２００．０ －

９ － １９４．０ －

Ｒｉｂａｖｉｒｉｎ
ｄ ３０．０ ２２５．０ ７．５

注：ａ化合物对于病毒的半数有效浓度；ｂ 化合物对于细胞的半数中毒

浓度；ｃ选择性治疗指数（ＳＩ＝ＣＣ５０／ＩＣ５０）；
ｄ阳性对照药物利巴韦林；ｅ

抑制活性＜５０％。

Ｎｏｔｅｓ：
ａ
５０％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ｂ
５０％ｃｙｔｏｔｏｘｉｃ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ｃ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ＳＩ）＝ＣＣ５０／ＩＣ５０；

ｄ
ｕｓｅｄａｓ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ｅ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ａｔｌｏｗｅｒｔｈａｎ５０％ｉｎ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检测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ＡＤＶ７的抑制作用，

结果表明大多数对于 ＡＤＶ７无抑制效果，只有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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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亮氨酸甲酯）和３号（Ｌ丙氨酸甲酯）化合物有较好

抑制作用。在浓度为８０μｇ／ｍｌ时，２号和３号化合物

组细胞存活率分别为６５．０％和７６．０％，在浓度为４０

μｇ／ｍｌ时细胞存活率分别为５３．０％和７４．０％。化合

物浓度梯度抑制ＡＤＶ７的活性见图５，半数抑制浓度

ＩＣ５０ 及治疗指数ＳＩ如表２所示。上述两种化合物均

具有较高的治疗指数，与阳性对照化合物利巴韦林相

当。两种化合物在浓度为４０μｇ／ｍｌ时，可明显抑制

ＡＤＶ７引起的 Ｈｅｌａ细胞病变效应（图６）。表明２号

和３号化合物对于ＡＤＶ７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且毒性

较低，具有抗病毒作用。
　　

图５　２种氨基酸酯对犃犇犞７处理犎犲犾犪细胞存活率的影响

犉犻犵．５　犆犲犾犾狊狌狉狏犻狏犪犾狉犪狋犲狅犳２犽犻狀犱狊狅犳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狊

犪犵犪犻狀狊狋犃犇犞７

　　

图６　２种氨基酸酯抑制犃犇犞７引起的犎犲犾犪细胞病变效应

犉犻犵．６　犐狀犺犻犫犻狋狅狉狔犲犳犳犲犮狋狅犳２犽犻狀犱狊狅犳犪犿犻狀狅犪犮犻犱犲狊狋犲狉狊狅狀犮狔狋狅狆犪狋犺犻犮犲犳犳犲犮狋犻狀犱狌犮犲犱犫狔犃犇犞７

讨　论

氨基酸酯类化合物在医药研究领域应用广泛，且

可作为原料用于设计合成多种新型结构化合物，为抗

菌、抗肿瘤、抗病毒药物的开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但

目前鲜有关于氨基酸酯类化合物本身抗病毒作用研究

的报道。本研究结果显示氨基酸酯类化合物本身具有

一定的抗ＣＶＢ３和ＡＤＶ７活性，与合成的系列氨基酸

酯衍生物相比，氨基酸酯类化合物应用于抗病毒药物

的研制可减少复杂的合成步骤、节省时间、降低成本、

节约能源、减少环境污染。目前，由ＣＶＢ３或 ＡＤＶ７

引起的感染趋势并无下降，也缺乏疫苗和特异有效的

治疗药物。因此，开展对氨基酸酯类化合物的抗病毒

活性研究可为抗ＣＶＢ３或ＡＤＶ７药物研制提供新的

信息，也为防治ＣＶＢ３和ＡＤＶ７感染奠定基础。

本研究中９种氨基酸酯化合物对 Ｈｅｐ２和 Ｈｅｌａ

细胞的毒性均较低，且均具有较强的抗ＣＶＢ３活性，其

中３号（Ｌ丙氨酸甲酯）和５号（β丙氨酸乙酯）化合物

能抑制ＣＶＢ３病毒引起的 Ｈｅｐ２细胞病变效应，治疗

指数ＳＩ分别为４．５和５．６，在加药浓度为１００μｇ／ｍＬ

时的细胞存活率分别达到７３．３％和７４．３％，抑制

ＣＶＢ３活性与阳性对照化合物利巴韦林相当，活性更

强的５号氨基酸酯化合物能降低子代病毒产量。９种

氨基酸酯化合物中２号（Ｌ亮氨酸甲酯）和３号（Ｌ丙

氨酸甲酯）表现出较好的抗 ＡＤＶ７活性，能抑制

ＡＤＶ７病毒引起的 Ｈｅｌａ细胞病变，ＳＩ分别为５．１和

６．３，在加药浓度为８０μｇ／ｍＬ时的细胞存活率分别为

６５．０％和７６．０％，抑制活性与阳性对照化合物利巴韦

林一致。有研究表明，在化合物选择性治疗指数ＳＩ＞

４时为有潜力进一步开发的临床药物
［１７］，因此，上述化

合物具有抗病毒药物开发价值。

长期以来，一般认为只有具有＂天然＂立体化学性

质的Ｄ核苷才能激发生物活性，这一观点已经被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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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正确的。与Ｄ核苷相比，Ｌ核苷表现出更高的抗

病毒活性和更低的毒性，且代谢稳定性强［１８］。陈尧

等［１９］研究表明一些Ｌ型异构体比其相应的Ｄ型异构

体具有较强的抗病毒活性和更低的毒性。本文研究结

果显示，系列氨基酸酯化合物中的Ｌ型结构２号（Ｌ

亮氨酸甲酯）和３号（Ｌ丙氨酸甲酯）化合物的抗

ＣＶＢ３和ＡＤＶ７活性远高于Ｄ型结构６号化合物（Ｄ

亮氨酸甲酯），具有药物开发价值。

ＲＮＡ病毒ＣＶＢ３和ＤＮＡ病毒ＡＤＶ７有相同的

受体［２０］，然而本研究中的系列氨基酸酯化合物对上述

病毒表现出不同的抑制活性，说明化合物抑制病毒的

机制与受体无关。从子代病毒产量结果分析，９种化

合物表现出的抗病毒活性主要表现在抑制病毒在细胞

中的复制。研究表明含有羧酸酯结构的阿比朵尔可能

作为一种前体药物在细胞内积累，并通过自身的代谢

衍生核苷类似物干扰病毒的复制过程［２１］，本研究中的

２号（Ｌ亮氨酸甲酯）和３号（Ｌ丙氨酸甲酯）化合物与

阿比朵尔都属非核苷酸类似物，且都含有羧酸酯结构，

由此推测２种化合物可能也是通过自身代谢衍生核苷

类似物干扰病毒的复制，从而起到抗病毒作用并表现

出抗病毒的广谱性，其具体作用机制有待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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