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journal.9med.net/jiance/

医学论文重复率检测服务

医学论文重复率检测报告
检测文献：XXX
作者：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
检测范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中国专利全文数据库
互联网资源
英文数据库(涵盖期刊、博硕、会议的英文数据以及德国 Springer、英国 Taylor&Francis 期刊数据库
等)
互联网文档资源
图书资源
时间范围：1900-01-01 至 2015-05-22
检测时间：2015/4/7 16:52:21，检测结果：9.4%

检测结果
总文字复制比： 9.4%

跨语言检测结果：0%

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5.5%

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9.4%

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5.2%
重复字数：

[ 245 ]

总字数：

总段落数：

[1 ]

前部重合字数：[ 38 ]

疑似段落最大重合字数： [ 245 ]

后部重合字数：[ 207 ]

疑似段落最小重合字数： [ 245 ]

疑似段落数：[ 1 ]

（注释： 无问题部分
1.

文字复制比部分

引用部分）
总字数：2595

文字复制比：9.4%(245)

剽窃观点（0）

24 例库肯勃瘤的诊治分析
李龙,尚卫华,周小娟,冯骏,马军 - 《现代肿瘤医学》- 2005-12-30

2

库肯勃(Krukenberg)瘤的诊断与治疗(附 18 例分析)
杨玉波,杨玉梅,王莅 - 《实用肿瘤学杂志》- 2002-08-15

3

胃肠道癌卵巢转移 36 例临床分析
李运太;李芝梅; - 《临床误诊误治》- 2008-04-22

4

胃肠道癌卵巢转移 46 例临床病理特点及预后分析
李红浪,熊炳贤,王梦龙 - 《中国实用外科杂志》- 2005-03-20

5

以 krukenberg 瘤为首发表现的胃癌临床分析
孙万日;王耿泽;张海洋;宋展;任武; - 《中国医疗前沿》- 2008-10-05

6

[ 134 ]

单篇最大重复字数：

XXX

相似文献列表
1

[ 2595 ]

胃癌卵巢转移:附 17 例报告

5.2%（134）
是否引证：否
5.2%（134）
是否引证：否
4.0%（104）
是否引证：否
3.9%（101）
是否引证：是
2.5%（66）
是否引证：否
2.5%（66）

医学论文重复率检测服务

http://journal.9med.net/jiance/

马振海;滕玥;戴冬秋;徐惠绵;陈峻青; - 《中国普通外科杂志》- 2006-09-15
7

妊娠合并库肯勃瘤误诊 1 例
杨洪波,狄锋宇,李晶,陈杜平 - 《中国误诊学杂志》- 2003-11-20

8

以 Krukenberg 瘤为首发表现胃癌 55 例临床分析
吴杰;郭瑞霞;侯玲;褚丹霞;王新燕;陈志华; - 《中国妇产科临床杂志》- 2014-11-15

9

Krukenberg 瘤临床诊治分析
孔景新,林海 - 《临床医学》- 2005-10-20

10

胃癌伴卵巢转移的临床诊治(附 27 例报告)
颜育祥;倪耀忠; - 《临床医学》- 2005-12-20

11

胃癌卵巢转移的危险因素分析(附 15 例报告)
沈蓉;王黔;刘林敏; - 《贵州医药》- 2006-02-20

12

结直肠癌卵巢转移的外科治疗
陈刚;张贯启;丁华; - 《中国医药指南》- 2010-06-20

13

结直肠癌卵巢转移的外科治疗
李桂林; - 《医学信息(上旬刊)》- 2010-12-05

14

克鲁根勃(Krukenberg)瘤合并妊娠胃穿孔 1 例报告
聂凌波,曹丽君,周志杰,李毅敏,谷文雪,马蕴霞,韩艳梅,林裕民,罗旭红 - 《吉林医学》2004-12-20

是否引证：否
2.1%（55）
是否引证：否
1.9%（50）
是否引证：否
1.9%（50）
是否引证：否
1.9%（50）
是否引证：否
1.5%（39）
是否引证：否
1.3%（35）
是否引证：否
1.3%（35）
是否引证：否
1.1%（29）
是否引证：否

原文内容
胃来源的库肯勃瘤 5 例临床诊治分析
XXX

XXX

【摘要】目的探讨来源于胃的库肯勃（Krukenberg）瘤的临床特点及诊治方法。方法回顾性分析我院 2004-2014 年
收治的胃来源的库肯勃瘤 5 例的临床资料。结果库肯勃瘤多发于中青年女性，平均发病年龄为 40.3 岁，双侧卵巢受累多见
（4/5），原发灶多为低分化腺癌或印戒细胞癌，肿瘤分期晚，预后极差，生存期大多不超过 2 年。结论库肯勃瘤易漏诊或
误诊，需提高其认识。预后不佳，综合治疗有一定的疗效，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 库肯勃（Krukenberg）瘤；卵巢转移瘤；临床特点
卵巢是恶性肿瘤转移的常见部位，来源于胃肠道的卵巢转移瘤又称为库肯勃（Krukenberg）瘤，1896 年由德国人 K
rukenberg 首次报道，是最常见的卵巢转移性恶性肿瘤，但临床并不多见，发病率约为 0.7% [1]，恶性程度高，预后极差，
易误诊或漏诊。现将我院 2004 年 1 月-2014 年 12 月收治的胃来源的库肯勃瘤 5 例临床资料报告分析如下。
临床资料
1．一般资料：本组 5 例，年龄 27-49 岁，平均 40.3 岁，均已婚已育。绝经前 4 例，绝经后 1 例。原发病灶均来源
于胃。经普外科及肿瘤科首诊 4 例，经妇科首诊 1 例，卵巢转移灶先发现者 3 例，胃癌原发灶先发现者 2 例，其中 1 例于
胃癌根治术后 5 月发生卵巢转移。卵巢转移灶呈双侧性 4 例，左侧 1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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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临床表现：患者多以腹胀（5 例）、腹部包块（4 例）、腹痛（3 例）、消瘦（3 例）、乏力（2 例）、黑便（1
例）等症状就诊。体检常有贫血貌、营养不良、腹水等体征，缺乏特异性临床表现。入院后检查同时发现胃癌及双侧卵巢
肿块 4 例，伴腹水 2 例。
3．胃癌病理及分期：TNM 分期Ⅲ期 2 例，Ⅳ期 3 例，低分化腺癌 2 例，印戒细胞癌 3 例。
4.治疗及预后：本组行手术治疗 4 例，其中同时行原发灶及子宫双侧附件切除 3 例，1 例胃癌术后 5 月发生双侧卵巢
转移，再次行子宫双附件切除。4 例手术治疗后均行辅助化疗，1 例因原发灶广泛浸润周围组织伴营养不良、腹水而行姑
息化疗。化疗方案为 MF 或 FOLFOX。本组病人生存时间为 4 个月至 21 个月，未手术者生存 4 个月，平均生存期为 11.6
个月。
讨论
库肯勃瘤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转移性腺癌，1973 年 WHO [2]规定卵巢库肯勃瘤的组织学诊断标准为：（1）肿瘤生长
在卵巢内；（2）镜下见印戒黏液细胞；（3）卵巢间质伴有肉瘤样浸润。其原发部位为胃肠道，但原发灶和卵巢转移灶并
不都是同时出现，
本组有 1 例是在原发灶术后 5 个月出现的。文献报道有 38%转移到卵巢的肿瘤是在原发灶之前发现的 [3]，
这些病例无消化道症状或症状不明显，容易造成误诊或漏诊。所以，在诊断卵巢恶性肿瘤时首先要明确是原发性还是继发
性的，约 10%的卵巢肿瘤是继发性的，其中库肯勃瘤占转移性卵巢肿瘤的 67% [4]，因此，发现卵巢肿瘤时应追问消化道
病史，进行相关的检查，如胃镜、结肠镜、消化道造影、大便隐血试验等；已确诊为胃肠恶性肿瘤的女性病人也应常规行
子宫附件超声、盆腔 CT 或 MRI 检查了解有无卵巢转移，并同时作肿瘤标记物 CEA、CA125、CA199、CA242、CA724
等检测，均有助于明确诊断，以利于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及正确评估预后。
库肯勃瘤的发病年龄大多在绝经前，平均年龄 39.5 岁，一般比原发性卵巢癌年轻 [1]。本组平均年龄 40.3 岁。绝经
前卵巢血循环丰富，功能旺盛以及每月一次排卵所造成的破裂是其发病年轻的主要原因。
卵巢库肯勃瘤多呈双侧性，中等大小，呈肾形或长圆形，表面光滑或结节状，一般保持卵巢原状。肿瘤外有完整包
膜，与周围器官无粘连。切面实性，胶质样。镜下见典型的能产生黏液的印戒细胞。
库肯勃瘤是由胃肠道转移而来，但转移的确切途径尚不清楚。一般认为可能是以下三种：（1）直接种植。肿瘤浸润

至胃肠壁浆膜层外时，癌细胞脱落至腹腔，借助肠蠕动及重力作用到达盆腔，如遇月经期排卵，则很容易通过卵巢破裂口
进入而形成转移灶。但这解释不了一些胃肠癌原发灶不超过 T3 以及下段直肠癌未向上浸透腹膜返折时就已发生卵巢转移。
（2）血行转移。原发灶恶性程度越高，癌细胞越容易进入血循环而向其它部位转移。库肯勃瘤病人多年轻，卵巢血运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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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生理功能旺盛，有利于癌细胞播散生长。（3）淋巴转移。近年来的研究结果更倾向于淋巴转移说。肿瘤转移到腹膜

后淋巴结，再转移到腰淋巴结，而卵巢的淋巴循环是引流入腰淋巴结的，由于癌细胞阻塞淋巴管的上行通道，造成淋巴引
流的逆行，而将癌细胞通过腰淋巴结逆流入卵巢。
库肯勃瘤的最佳治疗方案目前尚无定论，多采取手术、化疗及对症支持等综合治疗。既然库肯勃瘤是由胃肠道癌转
移而来，那就都应属于远处转移，应定义为Ⅳ期，这期的病人理论上讲无论采取何种治疗方式都不会有好的效果，尤其是
原发灶为恶性程度极高的低分化腺癌和印戒细胞癌时。有文献报道总的 2 年生存率为 13.0%，结肠癌卵巢转移的 2 年生存
率为 26.3%，胃癌卵巢转移为 3.7% [5]，平均生存期 11.2 月[6]。本组平均生存期为 11.6 个月。过去认为Ⅳ期病人禁忌行
根治性手术，但大量临床实践证实：卵巢癌的手术治疗效果对预后有明显影响[7]，转移瘤切除术可以提高胃癌来源的卵巢
库肯勃瘤病人的生存率[8]，在原发灶根治性切除的同时尽可能完整切除转移病灶，可明显延长生存期[5,9,10,11]，即使单
侧库肯勃瘤亦应行原发灶根治性切除加子宫及双侧附件切除，避免再次手术。在积极的肿瘤细胞减灭术后辅助化疗也可以
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12,13]，化疗药物以铂类、氟尿嘧啶、紫杉醇等为主。单纯姑息化疗效果欠佳，本组 1 例姑息化疗者
仅存活 4 个月。随着新化疗药物的不断涌现，胃癌化疗疗效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在化疗前尽可能彻底切除原发
灶和转移病灶，以进一步提高化疗效果，延长病人的生存期。
由于库肯勃瘤居于肿瘤晚期，进展迅速，预后差，目前并没有标准的治疗模式可循，如何选择治疗方式使病人获益
最大是每一位肿瘤外科医师面临的问题。提高对库肯勃瘤的认识，早期诊断，避免误诊或漏诊，治疗遵循个体化原则。在
手术之前仔细评估原发灶和转移灶的侵犯范围和完整切除病灶的可能性，如决定先行手术治疗，应尽可能完整切除病灶，
术后辅以规范的化疗，最大限度地延长病人的生存期，改善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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