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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及其制

备方法和应用

(57)摘要

本发明属于药物化学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吲

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及其制备方

法和应用。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强效的组蛋白去乙

酰化酶抑制剂，本发明涉及具有结构式(I)的化

合物，还涉及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溶剂合物以

及前药。本发明还涉及含有结构式(I)化合物的

药物组合物及其制药用途。可有效治疗组蛋白去

乙酰化酶活性异常表达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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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具有结构式(I)的化学结构，以及其药学上可接

受的盐，

结构通式I中：

X是-NH-、-NHCH2-；Y是-CO-；

Ar是苯环、吡啶环、噻唑环；R是-F、-Cl、-OH。

2.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其特征在于：是下述化合物之一：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苯甲酰胺(I1)；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亚甲基)-N-羟基苯甲酰胺(I2)；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3-氟-N-羟基苯甲酰胺(I4)；

6-(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烟酰胺(I5)；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3-氯-N-羟基苯甲酰胺(I6)；

3-(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苯甲酰胺(I7)；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3-二羟基苯甲酰胺(I8)；

2-(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噻唑-4-甲酰胺(I9)。

3.权利要求1或2所述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包

括如下步骤：

以3-吲哚丁酸为原料，先进行缩合反应，再引入异羟肟酸得到终产物，反应式如下：

上述合成路线1反应式中的试剂：(1)TBTU，相应氨基酸甲酯，Et3N，DCM；(2)NHOK，CH3OH。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其特征在于：

制备所述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的中间体，中间体包括：甲基4-(4-(1H-吲哚-

3-基)丁酰胺基)苯甲酸酯，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亚甲基)苯甲酸酯，甲基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3-氟苯甲酸酯，甲基6-(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烟

酸酯，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3-氯苯甲酸酯，甲基3-(4-(1H-吲哚-3-基)丁

酰胺基)苯甲酸酯，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3-羟基苯甲酸酯，甲基2-(4-(1H-

吲哚-3-基)丁酰胺基)噻唑-4-甲酸酯。

5.权利要求1或2所述的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在制备预防或治疗与组蛋

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异常表达相关的哺乳动物疾病的药物中的应用。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应用，其特征在于：所述的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异常表达

的相关哺乳动物疾病包括：癌症，神经变性疾病，病毒感染，炎症和糖尿病。

7.一种适于口服给予哺乳动物的药物组合物，包含权利要求1、2所述的吲哚丁酸类组

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和一种或多种药学上可接受载体或赋形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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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药物化学技术领域，尤其涉及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及

其制备方法和应用。

背景技术

[0002]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是一类功能复杂的水解酶。在细胞核中，由DNA链缠绕

着的组蛋白八聚体构成的核小体是构成染色体的结构单元，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能

将组蛋白中的赖氨酸残基末端氨基上的乙酰基水解掉(如反应式I)，从而导致组蛋白的正

电荷密度增高，继而引起组蛋白与负电性的DNA的亲和力增强，基因转录被抑制，(参见 

Christian ,A .H .,et  al .Curr .Opin .Chem .Biol .,1997 ,1 ,300；Kouzarides ,T .,

Curr.Opin.Genet.  Dev.,1999,9,40)；Wolffe,A.P.Sci.Washington,1996,272,371。此外，

核小体组蛋白的去乙酰化还与染色质组装，DNA修复与重组密切相关，(参见Polo,S.E.,et 

al.Cancer  Lett.,  2005,220,1；Vidanes,G.M.,et  al.Cell,2005,121,973)。近来，越来越

多的非组蛋白被证实为HDACs的底物，如转录因子，细胞骨架蛋白，分子伴侣等，(参见

Glozak,M.A.,et  al.Gene,  2005,363,15)。正是由于HDACs具有如此复杂的功能，它的表达

和活性失调与许多疾病密切相关，包括：癌症，神经变性疾病，病毒感染，炎症，白血病，疟疾

和糖尿病等，其中，癌症无疑是对人类生命健康威胁最为严重的疾病。研究表明，HDACs与肿

瘤细胞发生发展密切相关，如：抑制肿瘤细胞分化和凋亡，促进肿瘤细胞增殖，迁移和血管

生成，增强肿瘤细胞对化疗药物的抵抗力等，(参见Witt,O.,et  al.Cancer  Letter.,2009,

277,8)。

[0003]

[0004] 反应式I

[0005] 目前在人体中发现了HDACs家族有18个成员，根据其结构，功能和分布的不同可分

为四类。其中，I类(HDAC1，2，3和8)，II类(IIa：HDAC4，5，7和9；IIb：HDAC6，  10)，IV类

(HDAC11)属于锌离子依赖性水解酶，而III类HDACs(SIRT  1-7)是NAD+依赖性的。研究表明，

与肿瘤密切相关的主要是锌离子依赖性HDACs，HDAC抑制剂(HDACs  Inhibitors，HDACi)能

有效抑制癌细胞增殖，促进细胞凋亡。而且，HDACi具有抗瘤谱广，毒副作用低的优点，它们

对实体瘤，白血病，淋巴瘤都具有很好的抑制活性。因此，针对  HDACs为靶点设计抑制剂已

成为抗肿瘤药物研究的热点。

[0006] 目前报道的HDACi药效团大都包括如下三个部分：锌离子螯合基团(ZBG)，疏水性

的长链(Linker)和蛋白表面识别区(Surface  Recognition  Domain)。锌离子螯合基团可以

螯合HDACs活性中心的锌离子，从而抑制酶的活性。目前已知的活性最强，应用最广的锌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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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螯合基团是异羟肟酸基团。然而，现在很多处于临床研究的化合物没有很好的药效，虽然

它们在临床前的研究中表现出了很优异的活性。而且，上市的HDAC抑制剂(SAHA  和FK228)

在治疗实体瘤方面药效很差，它们还存在着半衰期短，难吸收和药物代谢动力学性质较差

的缺点。

发明内容

[0007] 本发明针对现有技术的不足，提供一种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及其制备方法和应

用，本发明采用异羟肟酸基团为锌离子螯合基团，吲哚丁酸是一种植物生长激素，已经表现

出了抗肿瘤潜力，将其引入到HDACi结构中可以明显提高其活性，并改善其脂水分配系数，

促进药物的吸收。

[0008] 本发明的技术方案如下：

[0009] 具有结构式I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溶剂合物或前

药，

[0010]

[0011] 结构通式I中：

[0012] X是-NH-、-NHCH2-；Y是-CO-、-CH＝CHCO-；

[0013] Ar是苯环、吡啶环、噻唑环；R是-F、-Cl、-OH。

[0014] 本发明所述的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是下述化合物之一：

[0015]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苯甲酰胺(I1)；

[0016]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亚甲基)-N-羟基苯甲酰胺(I2)；

[0017] (E)-N-(4-(3-(羟基胺基)-3-羰基丙-1-烯-1-基)苯基)-4-(1H-吲哚-3-基)丁酰

胺(I3)；

[0018]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3-氟-N-羟基苯甲酰胺(I4)；

[0019] 6-(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烟酰胺(I5)；

[0020]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3-氯-N-羟基苯甲酰胺(I6)；

[0021] 3-(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苯甲酰胺(I7)；

[0022]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3-二羟基苯甲酰胺(I8)；

[0023] 2-(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噻唑-4-甲酰胺(I9)。

[0024] 本发明还提供了这些化合物在预防或治疗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异常表达相

关的哺乳动物疾病的药物中的应用。所述的与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异常表达的相关哺乳

动物疾病包括：癌症，神经变性疾病，病毒感染，炎症和糖尿病等。

[0025] 因此，本发明还涉及含有结构式I化合物的药物组合物。

[0026] 发明详述

[0027] 所用的定义和术语

[0028] 本文中所用的术语和定义含义如下：

[0029] “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是指化合物具有疗效且无毒的盐形式。其可由任一酸性基团 

说　明　书 2/9 页

4

CN 107141244 B

4



(如羧基)形成阴离子盐，或由任一碱性基团(如氨基)形成阳离子盐。本领域已知许多这样

的盐。在任何酸性基团(如羧基)上形成的阳离子盐，或是在任何碱性基团(如氨基)上形成

的阴离子盐。这些盐有许多是本领域已知的，如阳离子盐包括碱金属(如钠和钾)和碱土金

属(如镁和钙)的盐以及有机盐(如铵盐)。还可通过使用相应的酸处理碱性形式的(I)方便

地获得阴离子盐，这样的酸包括无机酸如硫酸、硝酸、磷酸等；或有机酸如乙酸、丙酸、羟基

乙酸、2-羟基丙酸、2-氧代丙酸、草酸、丙二酸、琥珀酸、马来酸、富马酸、苹果酸、酒石酸、2-

羟基-1,2,3-丙三酸、甲磺酸、乙磺酸、苯甲磺酸、4-甲基苯磺酸、环己基亚磺酸、2-羟基苯甲

酸、4-氨基-2-羟基苯甲酸等。这些盐是熟练技术人员熟知的，熟练的技术人员可制备本领

域知识所提供的任何盐。此外，熟练技术人员可根据溶解度、稳定性、容易制剂等因素取某

种盐而舍另一种盐。这些盐的测定和最优化在熟练技术人员的经验范围内。

[0030] “前药”是指药物经过化学结构修饰后得到的在体外无活性或活性较小、在体内经

酶或非酶的转化释放出活性药物而发挥药效的化合物。

[0031] 结构式(I)化合物还可以其它被保护的形式或衍生物的形式存在，这些形式对本

领域技术人员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均应该包含于本发明的范围内。

[0032] 所述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的制备方法，反应步骤及反应式如下：

[0033] 制备方法包括如下步骤：

[0034] 合成路线：

[0035] 以3-吲哚丁酸为原料，先进性缩合反应，再引入异羟肟酸得到终产物，反应式如

下：

[0036]

[0037] 上述合成路线1反应式中的试剂：(1)TBTU，相应氨基酸甲酯，Et3N，DCM；(2)NHOK， 

CH3OH。

[0038] 制备所述组蛋白去乙酰酶抑制剂的中间体，中间体包括：甲基4-(4-(1H-吲哚-3-

基)丁酰胺基)苯甲酸酯，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亚甲基)苯甲酸酯，(E)-甲

基  3-(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苯基)丙烯酸酯，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

基)-3-  氟苯甲酸酯，甲基6-(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烟酸酯，甲基4-(4-(1H-吲哚-3-

基)丁酰胺基)-3-氯苯甲酸酯，甲基3-(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苯甲酸酯，甲基4-(4-

(1H-吲哚-3-  基)丁酰胺基)-3-羟基苯甲酸酯，甲基2-(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噻唑-

4-甲酸酯。

[0039] 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对上述步骤进行变动以提高收率，他们可据本领域的基本知

识确定合成的路线，如选择反应物，溶剂和温度，可以通过使用各种常规保护基以避免副反

应的发生从而提高收率。这些常规的保护方法可参见例如T.Greene ,Protecting  Groups 

in  Organic  Synthesis.。

[0040] 由于锌离子依赖性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各亚型催化中心的高度同源性，我

们选择含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Hela细胞提取物(包含HDAC1,HDAC2,HDAC3和  HDAC8)来进

行酶活性测试。HDACs活性荧光分析方法(两步法)，能快速、方便检测  HDACs活性，操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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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灵敏度高。第一步，含一个乙酰化侧链的赖氨酸HDACs荧光底物(Boc-Lys(acetyl)-

AMC)，用含有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Hela细胞提取物样本孵育，使底物脱去乙酰基，激活底

物。第二步，用胰酶水解Boc-Lys-AMC，产生AMC这一荧光基团(即发色团)，在发射波长/激发

波长(390nm/460nm)测定荧光强度，从而根据抑制剂组及对照组的荧光强度计算抑制率，并

求算IC50值。酶活性测试原理见反应式II。

[0041] 化合物的细胞活性的测试使用噻唑兰检测方法(MTT法)，人组织细胞淋巴瘤细胞

株  (U937)，人红白血病细胞株(K562)，人急性白血病细胞株(HL60)的细胞悬液分别接种于

96孔板，每孔中加入含不同浓度化合物的培养基，经孵育后，用MTT染色，继续孵育后，于酶

标仪上在570nm处测定每孔的吸光度(OD值)，计算出细胞生长抑制率，从而确定化合物的活

性。

[0042] 通式(I)的化合物的体外抑酶试验证明该类化合物为有效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

制剂。

[0043] 含有本发明化合物的药物组合物

[0044] 本发明的部分衍生物可以游离形式或以盐形式存在。本领域技术人员已知许多化

合物类型的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及其制备方法。药学上可接受的盐包括常规的无毒性的盐，

包括这样的化合物碱与无机或有机酸形成的季铵盐。

[0045] 本发明的化合物可形成水合物或溶剂合物。本领域熟练人员已知将化合物与水一

起冻干时所形成的水合物或在溶液中与合适的有机溶剂浓缩时形成溶剂合物的方法。

[0046] 本发明包含含有治疗量本发明化合物的药物，和一种或多种药学上可接受载体

和/或赋形剂的药物组合物。载体包括如盐水，缓冲盐水，葡萄糖，水，甘油，乙醇和它们的结

合物，下文更详细地论述。如果需要，该组合物还可以包含较小量的润湿剂或乳化剂，或  pH

缓冲剂。该组合物可以是液体，悬浮液，乳剂，片剂，丸剂，胶囊，持续释放制剂或粉末。该组

合物可以用传统的黏合剂和载体如三酸甘油酯配制成栓剂。口服制剂可以包括标准载体如

药物品级的甘露糖醇，乳糖，淀粉，硬脂酸镁，糖精钠，纤维素和碳酸镁等等。视需要制剂而

定，配制可以设计混合，制粒和压缩或溶解成分。在另一个途径中，该组合物可以配制成纳

米颗粒。

[0047] 使用的药物载体可以为固体或者液体。

[0048] 典型的固体载体包括乳糖，石膏粉，蔗糖，滑石，凝胶，琼脂，果胶，阿拉伯胶，硬脂

酸镁，硬脂酸等等。固体载体可以包括一种或多种可能同时作为增香剂，润滑剂，增溶剂，悬

浮剂，填料，助流剂，压缩助剂，粘合剂或片剂-崩解剂的物质；它还可以是包封材料。在粉末

中，载体为精细粉碎的固体，它与精细粉碎的活性成分的混合。在片剂中活性成分与具有必

要的压缩性质的载体以合适的比例混合，以需要的形状和大小压缩。粉末和片剂优选包含

至多99％活性成分。合适的固体载体包括，例如，磷酸钙，硬脂酸镁，滑石，糖，乳糖，糊精，淀

粉，凝胶，纤维素，甲基纤维素，羧甲基纤维素钠盐，聚乙烯吡咯烷酮烷酮，低熔点蜡和离子

交换树脂。

[0049] 典型的液体载体包括糖浆，花生油，橄榄油，水等等。液体载体用于制备溶液，悬浮

液，乳剂，糖浆，酊剂和密封的组合物。活性成分可以溶解或悬浮于药学上可接受的液体载

体如水，有机溶剂，二者的混合物或药学上可接受的油类或脂肪。液体载体可以包含其他合

适的药物添加剂如增溶剂，乳化剂，缓冲剂，防腐剂，增甜剂，增香剂，悬浮剂，增稠剂，颜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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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度调节剂，稳定形或渗透压-调节剂。用于口服和肠胃外给药的液体载体的合适的例子包

括水(部分地包含如同上述的添加剂，例如纤维素衍生物，优选羧甲基纤维素钠盐溶液)，醇

(包括一元醇和多元醇，例如乙二醇)和它们的衍生物，和油类(例如分馏椰子油和花生油)。

用于肠胃外给药的载体还可以为油脂如油酸乙酯和异丙基肉豆蔻酸盐。无菌的液体载体用

于肠胃外给药的无菌的液态组合物。用于加压组合物的液体载体可以为卤代烃或其他药学

上可接受的推进剂。无菌溶液或悬浮溶液液体药物组合物可以用来，例如，静脉内，肌内，腹

膜内或皮下注射。注射时可单次推入或逐渐注入，入30分钟的经脉内灌注。该化合物还可以

以液体或者固体组合物的形式口服给药。

[0050] 载体或赋形剂可以包括本领域已知的时间延迟材料，如单硬脂酸甘油酯或二硬脂

酸甘油酯，还可包括蜡，乙基纤维素，羟丙基甲基纤维素，异丁烯酸甲酯等等。当制剂用于口

服时，公认PHOSALPG-50(磷脂(phospholipid)与1 ,2-丙二醇浓缩，A.Nattermann&Cie . 

GmbH)中的0.01％吐温80用于其他化合物的可接受的口服制剂的配制，可以适应于本发明

各种化合物的配制。

[0051] 给予本发明化合物时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药物形式。如果使用固体载体，制剂可

以为片剂，被放入硬胶囊中的粉末或小药丸形式或锭剂或糖锭形式。固体载体的量在很大

程度上变化，但是优选从约25mg到约1.0g。如果使用液体载体，制剂可以为糖浆，乳剂，软胶

囊，在安瓿或小瓶或非水的液体悬浮液中的无菌注射溶液或悬浮液。

[0052] 为了获得稳定的水溶性的剂型，可以将化合物或其药学上可接受的盐溶于有机或

无机酸的水溶液，0.3M琥珀酸或柠檬酸溶液。选择性地，酸性的衍生物可以溶于合适的碱性

溶液。如果得不到可溶形式，可将化合物溶于合适的共溶剂或它们的结合。这样的合适的共

溶剂的例子包括，但是不局限于，浓度范围从0-60％总体积的乙醇，丙二醇，聚乙二醇  300,

聚山梨酸酯80，甘油，聚氧乙烯脂肪酸酯，脂肪醇或甘油羟脂肪酸酯等等。

[0053] 各种释放系统是已知的并且可以用于化合物或其他各种制剂的给药，这些制剂包

括片剂，胶囊，可注射的溶液，脂质体中的胶囊，微粒，微胶囊，等等。引入的方法包括但是不

局限于皮肤的，皮内，肌内，腹膜内的，静脉内的，皮下的，鼻腔内的，肺的，硬膜外的，眼睛的

和(通常优选的)口服途径。化合物可以通过任何方便的或者其它适当的途径给药，例如通

过注入或快速浓注，通过上皮的或粘膜线路(例如，口腔粘膜，直肠和肠粘膜，等等)吸收或

通过负载药物的支架以及可以于其他生物活性剂一起给药。可以全身或局部给药。用于鼻，

支气管或肺疾病的治疗或预防时，优选的给药途径为口服，鼻给药或支气管烟雾剂或喷雾

器。

[0054] 本发明中的吲哚丁酸类化合物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抑制活性优于阳性对照药，

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并可作为发现新型高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的先导化合物。此

外，此类化合物在体外抗肿瘤细胞增殖的试验中显示出优于阳性对照Vorinostat(SAHA)的

活性，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附图说明

[0055] 附图1为HDACs活性荧光分析方法测试酶活性，其中Histone  deacetylase为组蛋

白去 乙酰化酶，Trypsin为胰蛋白酶，4-amino-7-methylcoumarin为4-氨基-7-甲基香豆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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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实施方式

[0056] 下面结合实施例对本发明做进一步的说明，但不限于此。

[0057] 实施例1.本发明化合物的合成

[0058] 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苯甲酸酯

[0059] 吲哚丁酸(1.0g,5mmol)溶于25mL四氢呋喃中，加入三乙胺(0.55g,5.5mmol)，加入

O-  苯并三氮唑-N,N,N',N'-四甲基脲四氟硼酸(TBTU)(1 .8g ,5.5mmol)。室温反应20分钟

后，加入对氨基苯甲酸甲酯盐酸盐(0.94g,5mmol)，再加三乙胺(0.5g,5mmol)。室温反应6小

时后，蒸除反应液中的四氢呋喃，用乙酸乙酯溶解产物，分别用1mol/L的柠檬酸溶液，饱和

碳酸氢钠溶液，饱和食盐水各洗涤3遍，无水硫酸镁干燥，蒸干溶剂得粗品，粗品经乙酸乙酯

重结晶得1.1g浅白色固体。产率：42％，ESI-MS  m/z：337.4[M+H+]。

[0060]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N-羟基苯甲酰胺(I1)

[0061] 羟胺钾(NH2OK)溶液的制备：14mL氢氧化钾的饱和无水甲醇溶液滴加到24mL  含有

4.67g(67mmol)盐酸羟胺的无水甲醇溶液中，控制内温低于40℃，滴加完毕，冷却反应液，滤

除白色氯化钾沉淀，所得滤液密闭保存备用。

[0062] 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苯甲酸酯(0.67g,2mmol)溶于10mL无水甲醇

后，向其中加入3.5mL上述羟胺钾(NH2OK)溶液。0.5小时后，蒸除甲醇，2mol/L的盐酸溶液酸

化至pH3-4，然后用乙酸乙酯萃取，合并乙酸乙酯层后用饱和食盐水洗涤，经无水硫酸镁干

燥，蒸干溶剂得粗品，粗品经乙酸乙酯重结晶得0.34g白色粉末。产率：49％。ESI-MS  m/z：

338.4[M+H+]。1H  NMR(400MHz,DMSO)δ11.07(s,1H) ,10.77(s,1H) ,10.08  (s,1H) ,8.91(s,

1H) ,7.70-7.63(m,4H) ,7.52(d,J＝7.9Hz,1H) ,7.33(d,J＝8.1Hz,1H) ,7.13  (d,J＝2.1Hz,

1H) ,7 .05(dd ,J＝11 .1 ,4 .0Hz ,1H) ,6 .96(dd ,J＝10.9 ,3 .9Hz ,1H) ,2 .72(dd ,J  ＝20.2,

12.8Hz,2H) ,2.38(dd,J＝20.0,12.6Hz,2H) ,2.12–1.81(m,2H) .

[0063] 实施例2.本发明化合物的合成

[0064] 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亚甲基)苯甲酸酯

[0065] 吲哚丁酸(1.0g,5mmol)溶于25mL四氢呋喃中，加入三乙胺(0.55g,5.5mmol)，加入

O-  苯并三氮唑-N,N,N',N'-四甲基脲四氟硼酸(TBTU)(1 .8g ,5.5mmol)。室温反应20分钟

后，加入甲基4-(氨基甲基)苯甲酸酯盐酸盐(1.0g,5mmol)，再加三乙胺(0.5g,5mmol)。室温

反应6小时后，蒸除反应液中的四氢呋喃，用乙酸乙酯溶解产物，分别用1mol/L的柠檬酸溶

液，饱和碳酸氢钠溶液，饱和食盐水各洗涤3遍，无水硫酸镁干燥，蒸干溶剂得粗品，粗品经

乙酸乙酯重结晶得1.3g浅白色固体。产率：57％，ESI-MS  m/z：351.4[M+H+]。

[0066] 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亚甲基)-N-羟基苯甲酰胺(I2)

[0067] 甲基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亚甲基)苯甲酸酯(0.81g,2mmol)溶于10mL

无水甲醇后，向其中加入3.5mL上述羟胺钾(NH2OK)溶液。0.5小时后，蒸除甲醇，2mol/L 的

盐酸溶液酸化至pH3-4，然后用乙酸乙酯萃取，合并乙酸乙酯层后用饱和食盐水洗涤，经无

水硫酸镁干燥，蒸干溶剂得粗品，粗品经乙酸乙酯重结晶得0.41g白色粉末。产率：  48％。

ESI-MS  m/z：352.4[M+H+]。1H  NMR(500MHz,dmso)δ11.15(s ,2H) ,10.74(s ,1H) ,  8.98(s ,

2H) ,8.36(t,J＝5.9Hz,1H) ,7.79(dd ,J＝96.4,8.2Hz,2H) ,7.45(t,J＝20.7Hz,1H) ,  7.32

(dd ,J＝21.5,12.1Hz,3H) ,7 .09(d ,J＝1.5Hz,1H) ,7 .04(t,J＝7.5Hz,1H) ,6.94(dd ,J＝ 

18.3,11.1Hz,1H) ,4.44–4.16(m,2H) ,2.67(t,J＝7.5Hz,2H) ,2.24(dd ,J＝34.7,27.3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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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H) ,1.96–1.80(m,2H) .

[0068] 实施例3.本发明化合物的合成

[0069] (E)-甲基3-(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苯基)丙烯酸酯

[0070] 吲哚丁酸(1.0g,5mmol)溶于25mL四氢呋喃中，加入三乙胺(0.55g,5.5mmol)，加入

O-  苯并三氮唑-N,N,N',N'-四甲基脲四氟硼酸(TBTU)(1 .8g ,5.5mmol)。室温反应20分钟

后，加入(E)-甲基3-(4-氨基苯基)丙烯酸酯(1.1g,5mmol)，再加三乙胺(0.5g,5mmol)。室温

反应6小时后，蒸除反应液中的四氢呋喃，用乙酸乙酯溶解产物，分别用1mol/L的柠檬酸溶

液，饱和碳酸氢钠溶液，饱和食盐水各洗涤3遍，无水硫酸镁干燥，蒸干溶剂得粗品，粗品经

乙酸乙酯重结晶得1.2g浅白色固体。产率：49％，ESI-MS  m/z：363.4[M+H+]。

[0071] (E)-N-(4-(3-(羟基胺基)-3-羰基丙-1-烯-1-基)苯基)-4-(1H-吲哚-3-基)丁酰

胺(I3)

[0072] (E)-甲基3-(4-(4-(1H-吲哚-3-基)丁酰胺基)苯基)丙烯酸酯(0.82g,2mmol)溶于

10mL  无水甲醇后，向其中加入3.5mL上述羟胺钾(NH2OK)溶液。0.5小时后，蒸除甲醇，2mol/

L 的盐酸溶液酸化至pH3-4，然后用乙酸乙酯萃取，合并乙酸乙酯层后用饱和食盐水洗涤，

经无水硫酸镁干燥，蒸干溶剂得粗品，粗品经乙酸乙酯重结晶得0.35g白色粉末。产率： 

44％。ESI-MS  m/z：364.4[M+H+]。1H  NMR(500MHz,dmso)δ10.76(s,1H) ,10.68(s,1H) ,  10.03

(s ,1H) ,8.98(s ,1H) ,7 .64(d ,J＝8.3Hz,2H) ,7 .50(dd ,J＝16.6,8.1Hz,3H) ,7 .38(d ,J＝ 

15.7Hz,1H) ,7 .32(d ,J＝8.1Hz,1H) ,7 .11(d ,J＝15.2Hz,1H) ,7 .06(dd ,J＝16.8,9.5Hz,

1H) ,  6 .96(t ,J＝7.4Hz ,1H) ,6 .34(d ,J＝15 .8Hz ,1H) ,2 .88–2 .61(m ,2H) ,2 .38(t ,J＝

7.4Hz,2H) ,  2.03–1.81(m,2H) .

[0073] 实施例4目标化合物抑制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活性试验(In  vitro)

[0074] 组蛋白去乙酰化酶(HDACs)活性荧光分析方法主要分两步：第一步，含一个乙酰化

侧链的赖氨酸HDACs荧光底物(Boc-Lys(acetyl)-AMC)，用含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Hela  细

胞提取物样本(包含HDAC1,HDAC2,HDAC3和HDAC8)孵育，使底物脱去乙酰基，激活底物。第二

步，用胰酶水解Boc-Lys-AMC，产生AMC这一荧光基团(即发色团)，在发射波长/激发波长

(390nm/460nm)测定荧光强度，从而根据抑制剂组及对照组的荧光强度计算抑制率，并求算

IC50值。酶活性测试原理见本专利说明书部分相关内容。实验结果见表1。

[0075] 表1.体外抑酶试验结果

[0076]

化合物 I1 I2 I3 I4 I5 I6 I7 I8 I9 SAHA 

IC50(μM) 0.14 0.21 0.19 0.22 0.35 0.17 0.19 0.25 0.46 1.05 

[0077] SAHA商品名为Zolinza，通用名为Vorinostat，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于2006年批准上市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0078] 上述测试结果表明，吲哚丁酸类化合物表现出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较强的抑制活

性，并且在测试中对组蛋白去乙酰化酶的抑制活性优于阳性对照药Vorinostat(SAHA)，具

有良好的开发前景，并可作为发现新型高效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的先导化合物。

[0079] 实施例5目标化合物抑制细胞增殖的活性试验(In  vitro)

[0080] 对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进行体外抑制癌细胞增殖的活性试验，结

果见表2。

[0081] 术语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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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2] U937：人组织细胞淋巴瘤细胞株。

[0083] K562：人红白血病细胞株。

[0084] HL60：人急性白血病细胞株。

[0085] SAHA：商品名为Zolinza，通用名为Vorinostat，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 

于2006年批准上市的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

[0086] DMSO：二甲基亚砜。

[0087] IC50：半数抑制浓度。

[0088] 1.[材料]U937，K562，HL60细胞株，四甲基偶氮唑蓝MTT，10％胎牛血清，96孔板。

[0089] 2.[方法]

[0090] 细胞培养U937，K562，HL60三种肿瘤细胞株都采用常规培养。实验时均用对数生长

期细胞。

[0091] 细胞生长检测(MTT法)U937，K562，HL60细胞悬液均调整至1×105/ml，分别接种于

96孔板(50μl/孔)，5000个细胞/孔。铺板4h后，每孔中加入50ul含不同浓度化合物的培养

基，使孔中化合物终浓度分别为：1000、200、40、8、1.6、0.32ug/ml，每个浓度设三个复孔，不

加细胞的孔读数时作空白，加细胞不加化合物的孔作化合物空白孔，SAHA  作化合物阳性对

照。于37℃，5％二氧化碳中孵育48h，每孔加入10μl  0 .5％的MTT染色液，继续孵育4h后，

2500rpm，离心30min，然后抛弃板孔中培养基，加入二甲基亚砜，  200ul/孔。酶标仪上于

570nm处测定每孔的吸光度OD值，细胞生长抑制率按下式计算：

[0092]

[0093] 表2细胞增殖实验结果

[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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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5]

[0096] a表中数值为三次试验的平均值，“±”后的数值表示标准偏差。

[0097] 上表测试数据表明，多个吲哚丁酸类组蛋白去乙酰化酶抑制剂在体外抗肿瘤细胞

增殖的试验中显示出优于阳性对照SAHA的活性，具有良好的开发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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