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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緒論緒論緒論    

錳，銀白色金屬，在西元 1771 年被瑞典科學家 Scheele 發現，是地球上第十二種最多的元素。它散佈

於自然界中，常與其他物質結合成固態化合物。錳化合物常以微細顆粒懸浮於空氣中，可溶於水。錳及

其化合物廣泛的存在於自然界中，包括土壤、岩石、空氣、湖泊、溪流、海洋，甚至於動、植物體內。

平常飲用水中約有 0．004ppm，空 氣中約 0．02 m g/m3，土壤中約 40-900ppm。錳在動物體內雖然極微

量但卻不可或缺，尤其對於動植物的繁殖生長更必要。食物中含有錳，例如小麥、大豆、蔬菜等，人類

平均每天攝取食物中，錳的含量約 2500-5000m g，故一般而言不容易發生錳缺乏症。 

因為錳是一種礦產，假如你是在錳礦工廠或製作錳鐵合金之工廠工作的話，那你可能暴露於高於正常的

錳灰塵或灰燼，因為在這些工廠的空氣中都含有高濃度的錳灰塵。最近因為無鉛汽油的使用，居住在靠

近這些工廠和交通頻繁的公路，可能吸入較高濃度的錳，假如錳化合物或廢棄物被排入水中，則可能攝

食到含高量錳的水。 

錳之吸收和代謝錳之吸收和代謝錳之吸收和代謝錳之吸收和代謝    

錳灰塵很少經由皮膚直接吸收，多由攝食含錳之食物或水，大部份的錳由糞便排出體外，僅約 3-5%會吸

收進入體內。如果吸入高濃度的細小錳灰塵，肺小泡會吸收部份的錳，其他則經由肺之纖毛排出肺，然

後卻可能再進入食道，又重吸收回體內。體內自己也會協調，如果食物中有較高量的錳，則吸收量會變

小，相反的如果食物中含較低的錳則吸收率會增加。但是此種調節功能有一定限度，過量的錳進入體內

還是會吸收過量而造成中毒。 

錳對健錳對健錳對健錳對健康之影響康之影響康之影響康之影響    

每天攝食少量的蜢對維持身體健康相當重要。在食物中和自然界中錳的攝取並不缺乏，所以沒有人的錳

缺乏病例報告，在動物實驗中缺乏錳會造成發育遲緩、骨和生殖機能的障礙。 

過量的錳會造成嚴重的神經系統疾病，行動障礙、心智和情緒的異常。吸入或攝食都會造成相同的結果，

此種腦的病變雖然可以藥物來減少部份症狀，但卻是永久性的。此外吸入大量的錳會刺激肺，引起呼吸

障礙，增加呼吸道感染，如肺炎。過量的錳也會造成性無能，而無法生兒育女。動物實驗發現過量錳會

傷害睪丸。 

錳中毒的歷史錳中毒的歷史錳中毒的歷史錳中毒的歷史    

錳中毒的病例在西元 1837 年 Glascow 大學 Couper 教授首先發現五位錳礦工，因吸入大量的錳而引起神

經系統的症狀。實際上，錳中毒受一般人重視始於西元 1901 年德國的 Embden 發表四個病例，其後世界

各地陸續有錳中毒的報告，如智利、古巴、印度和摩洛哥及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因工作環境的改



善，中毒事例明顯下降且嚴重病例亦有減少趨勢。但錳中毒在工業先進國家、礦石出產國仍屬重要的職

業病，如美國、日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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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以神經系統的影響為生，又稱錳症。 

• 早期非特異性症狀早期非特異性症狀早期非特異性症狀早期非特異性症狀        

自覺症狀包括全身無力、倦怠、肌肉痙攣、腰酸背痛、食慾不振，偶而伴隨反應遲鈍、性慾降低、性無

能、失眠和精神不集中。 

• 初期精神症狀初期精神症狀初期精神症狀初期精神症狀        

1. 記憶障礙:記憶力變差，但是智能低下或嚴重永久性的障礙則罕見。  

2. 睡眠障礙:常見白天嗜睡而晚上失眠呈現睡眠顛倒。  

3. 情緒失禁，動作失控現象，如無法控制的大哭、狂笑，常常無明顯的誘因病人也知道此現象但是

卻控制不住。  

4. 行動怪異、情緒不穩定、易怒、容易與人爭吵、具攻擊性、常有暴力行為。至於行動異常即可見

衝動行為或強迫行為。  

5. 知覺障礙:即妄想和幻想。此種幻想常常非常多采多姿，清晰的動物影像為主。  

上述這些精神症狀常常發生於礦工身上，稱為錳性精神病，嚴重的精神症狀卻不常見於錳鐵合金工人。

此外有一特別現象，即此病常見於接觸錳礦一年至十年之礦工身上，超過十年以上者則不一定會出現此

症狀。此種精神症狀常僅維持數個月就會慢慢減少或消失。 

• 典型症狀典型症狀典型症狀典型症狀        

錳中毒最具特徵的症狀即錐體外徑症狀。此種症狀常在錳性精神病緩解或消失後數個月出現，有二種不

同的類型 : 其一為巴金森症候群，其二為肌張力不全症。 

1. 巴金森症候群 : 顏面表情僵硬，缺乏表情，很像面具臉。眨眼次數減少，常常數分鐘不眨眼，

外觀上常常目光遲滯、無神，有時顏面呈現緊張、嚴肅的表情。講話音量降低、語音單調、口齒

不清，一句話中常常開始數字仍能講清楚但後面的字就不清楚，音量也是在後半段會降低。臉時

常油油的，手、腳和軀幹僵直，行動遲緩、笨拙，手指、腳趾運動不靈活，打拍運動不協調。寫

字有愈寫愈小和愈擁擠現象，常常無法看清楚或甚至無法寫，此種現象於畫圖形、阿拉伯數字和

國字都可出現。步伐不穩，常常呈現雙腳寬步伐，比較少見小步伐現象，但是會有往前跌倒的現

象，此種步行困難，常見於前方有障礙物、轉身或倒退走路，因而容易跌倒。病人的姿勢性反射

不良，平衡感不好，常因姿勢平衡協調不佳而跌倒。嚴重病人行動緩慢，日常生活如洗澡、穿衣、

脫鞋都很慢。雙手顫抖在休息時罕見，但以位置性顫抖較多。步伐的困難比手的運動困難常見。

倒退走路的異常是早期的症狀，大部份病人轉身的障礙很明顯。  

2. 肌張力不全，肌張力不全現象可以發現在顏面，經常將牙齒露在外面，似在笑的表情，但顏面肌

肉繃緊，故稱為痙笑。也可發生在頸部，成斜頸狀態，也可發生於講話而造成口吃，肌張力不全

也可見於手腕，導致無法寫字。如果發生在腳部，則常使小腿肌肉收縮而以腳尖走路，很像穿高



跟鞋一樣，如同公雞走路，故稱為雞步。這種雞步在步行開始時並無異常，走一段路後腳跟就愈

高，此種步伐愈緊張或走愈快時，就更加明顯。  

• 錐體徑路徵候和其他神經症狀  

錳中毒深部肌腱反射增強者並不顯著，病態反射也偶而出現。感覺神經障礙雖然偶有自覺症狀，但他覺

症狀則罕見，很少看到肌肉萎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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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理病理病理病理    

錳中毒最早的病理解剖係由 Casamajor 於西元 1913 年所報告，至於神經病理，最初之記錄為 Ashizawa

於西元 1927 年所著。最顯著的變化在蒼白球，尤其內側蒼白球的神經細胞減少或消失。此種病變在被

殼，尾核雖然輕度，但也可發現。此外在內囊、大腦腳、視丘、視丘下核、紅核、黑質等亦呈變性。西

元 1934 年 Canavan 報告的病例中指出，最明顯的病變在基底核包括尾核、蒼白球、被殼和視丘。西元

1936 年 Trendtel 述及在紋狀體，視丘下部亦有神經細胞的變性。Bernheimer 在西元 1973 年，提及在

被殼及紅核，蒼白球萎縮和黑質的變性。如上所述，錳中毒主要病變在於大腦基底核，尤其蒼白球的神

經細胞變性為其共同點，黑質病變比較少見。 

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作用機轉    

西元 1921 年 Lewy 和 Tiefenbach 以家兔做實驗，經口將錳礦石投與三個月，觀察到紋狀體和大腦皮質

病變。其後 Mella 以猴子作慢性動物實驗，同樣觀察到蒼白球和尾核變性。Grunsteln 和 Popowa 在家兔

的紋狀體，Matsumura 在家兔之大腦基底核，Pentschew 等在猴子的視丘下核及蒼白球，分別發現有病

變。 

在錳中毒的實驗動物之臨床症狀，Pentschew 等曾觀察到人猿有歇斯底里現象 。Inoue 和 Barbeau 將氯

化錳予以少量注射於老鼠尾核後，發現老鼠有轉身行動(turning behavior)，此轉身行動乃 dopamine

減少時顯示之現象。Maynard 和 Cotzias 在西元 1955 年於老鼠的實驗中，證明錳會聚集在粒腺體中影響

氧化還原的代謝。 

西元 1969 年 Neff 等在猴子腹腔內長期給予二氧化錳，發現紋狀體的 dopamine 及 serotonin 減少。

Mustafaf 和 Chandra 在西元 1971 年，經過氣道給予家兔二氧化錳 24 個月，測定全腦的 monoamine。其

結果確認 dopamine 和 norepinephrine 都有減少。不過並未確認 serotonin 有明顯變化。Bonilla 在西

元 1974 年，將氯化錳溶於飲水後給予老鼠七個月，並追蹤腦內 catecholamine 的變化。此實驗確認不

僅 dopamine，連同代謝時所產生的 homovanillic acid 亦減少。Inoue 等在老鼠腦室直接注入氯化錳，

並測量腦內的 monoamine，其結果顯示，norepinephrine 及 dopamine 分別在視丘下部及紋狀體減少，

但 serotonin 則未得到明顯變化。依上述實驗，錳中毒雖給與方法不同，但腦內 dopamine 都會減少。 

Hornykiewicz 在西元 1971 年於錳中毒病例，發現紋狀體內 dopamine 減少。在錳中毒病例中，腦內

catecholamine 何以會減少，Bonilla 等認為是錳中毒可抑制 b -水酸化酵素之故，但詳細情況仍尚未知。

依 Mustafa 及 Inou 的研究，norepinephrin 減少程度比 dopamine 更為顯著，因此錳對 dopamine b -水

酸化酵素的影響亦不能輕視。最近 Brouillet 之實驗中更顯示實驗老鼠之紋狀體的 dopamine，GABA 和



substance P 都有濃度降低現象，但 somatostain 和 neuropeptide Y 則正常，此種病變可以 NMDA 之拮

抗劑 MK-801 來預防。而且發現錳可以使氧化的代謝受到破壞，換句話說，蜢可以造成神經細胞去極化

和能量需求發生失調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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錳症與巴金森氏病之差異錳症與巴金森氏病之差異錳症與巴金森氏病之差異錳症與巴金森氏病之差異    

1.1.1.1.臨床表徵臨床表徵臨床表徵臨床表徵        

臨床上錳症病人較少發生典型的巴金森顫抖，如休息時捲煙式的抖動(Pill roIling resting 

tremor)，而代之以較快速而振幅較小的位置性顫抖。顫抖也不是錳症的主要症狀，其症狀以行

動不便和步履不穩為主。此種步履不穩，不像巴金森之前傾式的小碎步(propulsive small step 

gait)，而代之以大而寬廣的步伐(wide base gait)，尤其以轉向和倒退走路困難為主。此外典

型的運動障礙為肌張力不全，其表現在走路上類似「雞步」(cock walk) ，此種步伐病人常以腳

趾頭走路、手肘彎曲、肩膀抬高、脊椎挺直，此種現象異於巴金森病人的走路。 

2.2.2.2.對藥物對藥物對藥物對藥物 LLLL----dopadopadopadopa 的反應的反應的反應的反應        

L-dopa 對於巴金森氏病人的藥物反應常常非常好，此特點常是診斷巴金森氏病的根據之一，而對

於錳症病人以 L-dopa 治療效果常是短暫的，或是安慰劑的效果。    

3.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3.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3.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3.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6-fluorodopa PET 常用來探討 dopa-mine 在黑質-紋狀體路徑的完整性。6-fluorodopa 在巴金森氏病人

常常早期就有不正常影像，例如在紋狀體之吸收明顯降低，尤其以被殼為最。在錳症病人 6-fluorodopa

檢查是正常，代表錳症病人之異質一紋狀體路徑正常。Raclopride 是 dopamine 受體的一個 marker。早

期巴金森病人 raclopride 之吸收會增加，晚期則反而降低。初步的研究結果顯示 raclopride 吸收在 PET

上有輕微降低現象(16%)。以上現象似可解釋 L-dopa 效果不佳的原因。 

4.4.4.4.腦病理變化腦病理變化腦病理變化腦病理變化 

巴金森氏病人常見的病理變化以黑質一紋狀體路徑的退化為主，神經細胞消失常見於中腦異質的實質部

(Pars compacta)，Lewy bodies 常出現於黑質部，在此黑質部 glutathion peroxidase, catalase 和 

superoxide dismutase 活性會降低。而在錳中毒病例的腦病理變化主要在蒼白球，以神經細胞消失和神

經膠質增生為生，此種變化會延伸至其他的基底核如被殼和尾核，而中腦黑質的變化則常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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錳中毒導致巴金森症候群診斷錳中毒導致巴金森症候群診斷錳中毒導致巴金森症候群診斷錳中毒導致巴金森症候群診斷        

1. 具有下列之症狀 : 例如步行障礙、轉身困難、倒退走路困難，手腳和軀幹僵直，手指和腳趾靈

巧度降低，姿勢性反射消失或降低和肌張力不全現象。並符合前面描述之臨床表徵。  



2. 具有職業性或環境性錳及其相關化合物之暴露史和證據。  

3. 實驗室檢查，血錳濃度(參考值：0.04 - 1.31 ug/dl)或尿錳濃度(參考值 0.0l - 5.04 ug/g 

creatinine)增加。  

4. 合理的排除其他的疾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