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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烟网络建设前后医务人员对戒烟干预的认知改变及吸烟患者干预后效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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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戒烟网络建设前后医务人员对于戒烟干预的认知改变和吸烟患者干预后的效果。方

法：2019.07-2020.12柳州市人民医院坐诊及住院部的医务人员 302名以及就诊的吸烟患者 500例，对比医

务人员和吸烟患者在戒烟网络建设前后吸烟知识的知晓及行为形成调查问卷评分与吸烟患者的吸烟干预后

调查问卷评分。结果：戒烟网络建设后，医务人员与患者吸烟知识知晓及行为形成调查问卷评分较前升高

(P<0.05)。干预后不同时间，吸烟患者吸烟干预后调查问卷评分不断升高 (P<0.05)。结论：戒烟网络建设后，

医务人员对戒烟干预认知程度及执行力得到提升，同时吸烟患者对戒烟知识的了解增加，吸烟行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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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changes of medical staff on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moking cessation network and the effect of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 
Methods: A total of 302 medical staff and 500 smoking patients were enrolled in the in-patient and in-patient 
departments of Liuzhou People’s Hospital from July, 2019 to December, 2019. The questionnaire scores of smoking 
knowledge and behavior formation of medical staff and smoking patients before and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moking cessation network were compared with those of smoking patients after smoking intervention. Result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smoking cessation network, the score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smoking knowledge and 
behavior formation of medical staff and patients were higher than before(P<0.05). At different time after intervention, 
the questionnaire scores of smoking patients increased continuously(P<0.05). Conclusion: After the construction 
of smoking cessation network, the cognition and execution of 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 of medical staff are 
improved, meanwhile, the knowledge of smoking cessation is increased and smoking behavior is improved. 

【Key words】smoking cessation intervention; medical personnel; smoking patients; smoking cess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 system

烟草会对人类健康带来较大危害，其和较多疾

病出现及发展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 [1]，医务人员

经简短戒烟干预能提升吸烟患者戒烟成功率，但有

关如何提升医务人员对患者开展简短戒烟干预的执

行率属于当前医院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2]。以往经

培训能一定程度提升医务人员的戒烟知识和提供干

预能力，但具体的培训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培训

次数、时间以及内容在工作中的实际应用 [3]。本次

研究分析戒烟网络建设前后医务人员对戒烟干预的

认知改变和吸烟患者干预后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和方法

1.1 研究资料

选取2019.07-2020.12柳州市人民医院坐诊及住

院部的医务人员302名以及就诊的吸烟患者500例为

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医务人员均取得职业资格

证以及执业证；(2)吸烟者均是自愿参与者，年龄在

18岁以上，入院前烟龄在1年以上，同时入院1周内

至少吸 1支烟以上，无智力障碍或者精神病，可自

主表达意愿。排除标准：拒绝参与研究者。

1.2方法

建立门诊以及住院简短戒烟门诊干预系统，在

门诊HIS系统及住院病案系统中植入凡是首诊的病

人，会自动弹出一则关于询问吸烟史的对话框，医

生必须完成对话框内容的填写，才能进行下一步诊

疗工作。对话框的内容即为医务人员在日常诊疗工

作中对患者进行的简化板简短戒烟干预内容，既

2A+R模式：(1)Ask询问：是否吸烟，每日吸多少支

烟；(2)Advice建议：建议戒烟；(3)Refer转诊：对有

戒烟意愿的患者建议转诊到戒烟门诊，后组建戒烟

小组，予以个体化劝诫，经建立QQ及微信群为给

患者提供实用戒烟咨询，同时患者戒烟期间应至少

开展6个月随访，监督和指导其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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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观察指标

戒烟网络建设前和建设后1个月采取本院自制医

务人员吸烟知识的知晓及行为形成调查问卷、患者吸

烟知识的知晓及行为调查问卷开展评估，分数越高，

代表医务人员对吸烟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戒烟干预

执行力越高，患者对吸烟知识的了解程度越高。采用

电话随访和本院自制吸烟干预后调查问卷分别在干预

后1个月、3个月以及6个月时对吸烟患者开展评估，

分数越高，代表戒烟意识及戒烟成功率越高。

1.4数据处理

采用SPSS 22.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以 (均数±

标准差 )表示计量资料，采取 t检验，多组间对比采

取方差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戒烟网络建设前后医务人员及患者吸烟知识

的知晓及行为形成调查问卷评分对比

戒烟网络建设后，医务人员与患者吸烟知识知

晓及行为形成调查问卷评分较戒烟网络建设前升高

(P<0.05)。见表1。

表1　戒烟网络建设前后医务人员及患者吸烟知识的知晓及

行为形成调查问卷评分对比

时间 医务人员 患者

戒烟网络建设前 40.25±5.38 22.16±2.35
戒烟网络建设后 59.76±6.98 28.12±3.84

t 23.007 12.358
P 0.001 0.001

2.2吸烟患者的吸烟干预后调查问卷评分

干预后，吸烟患者的吸烟干预后调查问卷评分

不断升高 (P<0.05)。见表2。

表2　吸烟患者的吸烟干预后调查问卷评分 (分，n=500)

时间 吸烟干预后调查问卷评分

干预后 1 个月 5.62±1.30
干预后 3 个月 7.98±1.45*

干预后 6 个月 9.62±1.58#

F 12.540

P 0.001

注：和干预后1个月对比，*P<0.05；和干预后3个月对比，#P<0.05

3讨论

吸烟属于较多重大疾病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

目前，戒烟工作已经受到临床高度重视，医疗卫生

机构和医务人员承担重要责任，医务人员对戒烟干

预的认知水平会影响其戒烟干预的执行力，进而影

响到戒烟干预的实施情况 [4]。

本次研究发现，戒烟网络建设后，医务人员吸

烟知识的知晓及行为形成调查问卷评分均升高，说

明建设戒烟网络能提升医务人员对戒烟干预的认知，

考虑原因可能是经建设戒烟网络，要求医师于日常

工作中，对门诊以及住院患者中的吸烟患者进行询

问，结合自身情况和患者病情开展劝诫，主动对患

者开展简短的戒烟干预，于这一过程中能不断提升

其对戒烟干预的认知，进而促使其主动实施简短戒

烟干预。与此同时，戒烟网络建设后，吸烟患者吸

烟知识的知晓及行为形成调查问卷评分均升高，同

时干预后不同时间吸烟患者的吸烟干预后调查问卷

评分不断提升，说明建设戒烟网络能提升患者对吸

烟知识的知晓度，改变其戒烟意愿 [5]。考虑原因是

通过将简短戒烟干预纳入到门诊His系统以及住院病

案系统内，强制要求医务人员执行该项工作，同时

经计算机网络系统监测就诊患者吸烟情况，后经问

卷调查以及电话随访等掌握吸烟患者戒烟情况，对

转介至戒烟门诊强制戒烟患者，建立QQ和微信群，

随时指导患者在戒烟过程中出现的戒断症状，协助

其戒烟，有助于提升戒烟效果 [6]。

综上所述，经戒烟网络建设能够提升医务人员

对戒烟干预认知程度及执行力，增加吸烟患者对戒

烟知识的了解程度，改善其吸烟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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