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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背景介绍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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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生物体遗传信息的传递遵循中心法则，是遗传信息

在细胞内的生物大分子间转移的基本法则。遗传信息从

DNA传递给RNA，再从RNA传递给蛋白质，即完成遗传

信息的转录和翻译的过程。也可以从DNA传递给DNA，

即完成DNA的复制过程。这是所有有细胞结构的生物所遵

循的法则。

在基因转录过程中，RNA聚合酶起到关键作用。

中心法则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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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RNA聚合酶负责生物体RNA合成，是决定细胞命运、维

持生命活动的关键复合酶之一。真核生物具有三种 ＲNA 

聚合酶，即 RNA 聚合酶Ⅰ、Ⅱ和Ⅲ。它们分别参与不同

类型基因的转录，对于基因的表达起着重要的作用。

工作中的RNA聚合酶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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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三种RNA聚合酶在结构上存在一定的相似性：

● 核心组分为10个蛋白质亚基形成的活性位点。10 个核心

组分构成了类似“蟹钳”的结构，中间的裂缝可以在转录时

装载 DNA 分子；另外还形成了两个通道，用于底物核糖

核苷酸的进入以及RNA 产物的输出; 活性位点中的高度

保守区域使RNA聚合酶能够维持转录泡结构，促进核苷

酸的增添及随着模板链移动，起到稳定核苷酸链的作用

，从而保证转录的顺利进行。

● 外周组分为RNA聚合酶的柄部，在转录的起始和终止以

及RNA的剪切中发挥重要作用。三种 ＲNA 聚合酶分别

含有两个外周组分，此外，ＲNA 聚合酶Ⅰ还含有两个外

周组分A49 /A34.5，ＲNA 聚合酶Ⅲ还有五个外周组分，

分别为 C37 /C53 二聚体和 C82 /C34 /C31 三聚体。
Pol II-TFIIS核酸复合物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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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RNA 聚合酶在基因的转录和表达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不同转录

的基因有所不同: 

• RNA 聚合酶Ⅰ专门转录 rRNA; 

• RNA 聚合酶Ⅱ转录 mRNA 以及一些小核RNA; 

• RNA 聚合酶Ⅲ则负责转录 5SrRNA、tRNA 以及 U6 小核RNA 等

RNA 聚合酶介导的转录过程包括前起始复合物的形成、起始、延

伸和终止。真核 RNA 聚合酶不能直接识别启动子，需要形成前起始复

合物才能启动转录。

转录起始复合物的保守核心区域

TBP、TFIIB 、UAF、CF
RNA 聚合酶Ⅰ

转录因子

RNA 聚合酶Ⅱ
转录因子

TBP、TFIIB、TFIIIB、TFIIIC

RNA 聚合酶Ⅲ
转录因子

TBP、TFIIB、TFIID、TFIIE、TFIIF 、TFI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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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介绍

研究RNA聚合酶的结构和功能对于揭示真核生物复杂的转录机制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美国斯坦福

大学医学院RogerD.Kornberg教授利用酵母作为模型，通过结构生物学、生物化学及酵母遗传学技术阐明

了RNAPⅡ复合体结构，揭示了真核生物转录的分子机制，被授予2006年度诺贝尔化学奖。

RNA聚合酶Ⅱ能够合成mRNA及部分 nocoding RNA，是决定基因表达、细胞命运及器官发育等生

命活动的关键调控机器，是RNA聚合酶研究的关注热点，故本次报告希望通过生物信息技术的手段，探讨

RNA聚合酶Ⅱ的功能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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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High-throughput sequen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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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数据获取来源：

GEO网站

下载了小鼠胚胎干细胞中RNA Pol1 Pol2 Pol3的

ChIP-seq测序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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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ChIP-seq分析流程

GSM4333012: GFP_Pol1_ChIP_rep1

GSM4333014: GFP_Pol2_ChIP_rep1

GSM4333016: GFP_Pol3_ChIP_rep1

GSM4333018: GFP_Input_ChIP_re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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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Pol2测序数据的质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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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Pol2在基因组上的分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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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Pol1;Pol2;Pol3在基因组上的结合位点富集的motif

RNA-PO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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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Pol1;Pol2;Pol3在基因组上的共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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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通量测序

Pol1;Pol2;Pol3在基因组上的共定位



PART 03

同源性比较

Homology Compa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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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性比较

• RNAP II是由12个亚基组成的550 kDa复合物，是研究最多的RNA聚合酶类型。

• 真核核心RNA聚合酶II首次通过转录分析纯化纯化后的酶通常有10-12个亚基(12个在人类

和酵母中)。

• RPB1是RNA聚合酶II的最大亚基。它包含一个羧基末端结构域(CTD)，由52个七肽重复序

列(YSPTSPS)组成。

• RPB3参与RNA聚合酶II组装亚基合成后，RPB2和RPB3出现一个亚复合物，该复合物随

后与RPB1相互作用。

RNA polymerase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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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性比较

RPB1-HUMAN

RPB1-M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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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性比较

人源-鼠源RNA polymerase II亚基的核酸序列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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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性比较

人源-鼠源RNA polymerase II亚基的蛋白序列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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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性比较

人源-鼠源RNA polymerase II亚基的系统树



PART 04

蛋白质构象

Protein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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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构象

RNA polymerase II

RNA聚合酶II (Pol II)复合物的组成部分，由12个亚基组成，其中包括一个10多肽催化核心和异二聚
Rpb4/7复合物。

Kettenberger, H. , Cramer, P. etc. (2004). Complete RNA polymerase II elongation complex structure and its interactions with NTP and TFIIs. Molecular Cell,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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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酶构象

Conformational changes of RNA polymerase II between 

transcription initiation and elon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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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构象

mammal

yeast 

Conformational changes of RNA polymerase II between 

yeast and mammal during tran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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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质构象

Bernecky, C. ,Cramer, P. etc. (2016). Structure of transcribing mammalian RNA polymerase II. Nature.

Conformational changes of RNA polymerase II between 

yeast and mammal during tran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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