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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晶体管，具备：压电电阻体(10)，其传导

载流子；源极(14)，其将所述载流子注入所述压

电电阻体；漏极(16)，其从所述压电电阻体接受

所述载流子；压电体(12)，其以包围所述压电电

阻体的方式进行设置，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

力；以及栅极(18)，其对所述压电体施加电压，以

使所述压电体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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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晶体管，其特征在于，具备：

压电电阻体，其在第1方向上传导载流子；

源极，其将所述载流子注入所述压电电阻体；

漏极，其从所述压电电阻体接受所述载流子；

压电体，其被设置成在与所述第1方向垂直的方向上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并且从与所

述第1方向交叉的第2方向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以及

栅极，其对所述压电体施加电压，使得所述压电体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栅极被设置成包围所述压电体，

所述压电体在从所述压电电阻体朝向所述栅极的方向或从所述栅极朝向所述压电电

阻体的方向上进行介电极化。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在与所述压电电阻体内的所述第1方向平行的方向上设置了多个所述栅极，

所述压电体在与所述第1方向平行的方向上进行介电极化。

4.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电体被设置成从与所述第1方向垂直的全部方向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

5.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压电体被设置成从与所述第1方向垂直的一部分方向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

6.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晶体管具备形成于衬底上并支承所述压电电阻体的支承体，

所述压电电阻体的上表面是曲面，

所述压电体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的上表面以及所述支承体的侧面。

7.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承体的高度大于所述压电电阻体的宽度。

8.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承体的材料与所述压电电阻体的材料相同。

9.根据权利要求6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支承体的材料与所述压电电阻体的材料不同。

10.根据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晶体管，其特征在于，

所述源极与所述漏极是关于所述压电电阻体中的所述源极与所述漏极之间的中间面

对称的结构，

所述压电电阻体、所述压电体以及所述栅极分别是关于所述中间面对称的结构。

11.一种电子电路，其特征在于，具备：

电路，其连接于第1电源与第2电源之间；以及

晶体管，是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晶体管，其中，所述源极以及所述漏极中的

任意一方与所述第1电源连接，所述源极以及所述漏极中的另一方与所述电路的电源端子

连接，断开对所述电路供给的电力的信号被输入至所述栅极。

12.根据权利要求11所述的电子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电子电路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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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稳定电路，其存储数据；以及

非易失性元件，其非易失地对存储在所述双稳定电路中的数据进行存储，并将非易失

地存储的数据恢复到所述双稳定电路中，

所述电路是所述双稳定电路。

13.根据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子电路，其特征在于，

所述非易失性元件连接于所述双稳定电路内的节点与控制线之间。

14.一种电子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电路具备非易失性存储单元，

该非易失性存储单元具有：

非易失性元件；以及

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晶体管，其中，所述晶体管的所述源极或所述漏极与

所述非易失性元件串联地连接。

15.一种电子电路，其特征在于，该电子电路具备第1以及第2晶体管，所述第1以及第2

晶体管是权利要求1至3中任意一项所述的晶体管，为相互互补型，

所述第1以及第2晶体管的所述压电体的介电极化方向相互为反方向，是在以所述源极

为基准对所述栅极施加正电压或负电压时，所述压电体能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的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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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沟道采用了压电电阻体的晶体管以及电子电路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晶体管以及电子电路，例如涉及对于沟道采用了压电电阻体的晶体管

以及电子电路。

背景技术

[0002] 在专利文献1中，公开了将压电电阻体用作沟道并在栅极上设置有对压电电阻体

施加压力的压电体的晶体管。

[0003] 现有技术文献

[0004] 专利文献

[0005] 专利文献1：美国专利8159854号说明书

发明内容

[0006] 发明所要解决的课题

[0007] 但是，在专利文献1的晶体管中，采用由高屈服强度材料构成的支承结构，从压电

体栅极对压电电阻体沟道施加压力(此外以下，将压电体和栅极统称为压电体栅极

(Piezoelectric  gate))。因此，压力的施加效率并不充分，另外成为集成化的障碍。此外，

当替换源极和漏极时，特性发生改变。因此，在使源极和漏极等效的电路中难以使用专利文

献1的晶体管。

[0008] 本发明是鉴于上述课题而作出的，其目的在于，提供无需使用高屈服强度材料的

器件(晶体管)的支承结构就能够从压电体栅极向压电电阻体沟道施加有效的压力、此外还

能够替换源极和漏极的晶体管以及电子电路。或者，其目的是提供能够替换源极和漏极的

晶体管以及电子电路。

[0009] 解决问题的手段

[0010] 本发明是一种晶体管，其特征是具备：压电电阻体，其传导载流子；源极，其将所述

载流子注入所述压电电阻体；漏极，其从所述压电电阻体接受所述载流子；压电体，其被设

置成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以及栅极，其对所述压电体施加电

压，使得所述压电体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

[0011]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栅极被设置成包围所述压电体，所述压电体在从所

述压电电阻体朝向所述栅极的方向或从所述栅极朝向所述压电电阻体的方向上进行介电

极化。

[0012]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在与在所述压电电阻体内的沟道中传导的所述载流子的

传导方向平行的方向上设置了多个所述栅极，所述压电体在所述平行的方向上进行介电极

化。

[0013]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压电体被设置成从与所述载流子的传导方向垂直的

全部方向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

[0014]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压电体被设置成从与所述载流子的传导方向垂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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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方向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

[0015]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晶体管具备形成于衬底上并支承所述压电电阻体的

支承体，所述压电电阻体的上表面是曲面，所述压电体包围所述压电电阻体的上表面以及

所述支承体的侧面。

[0016]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支承体的高度大于所述压电电阻体的宽度。

[0017]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支承体的材料与所述压电电阻体的材料相同。

[0018]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支承体的材料与所述压电电阻体的材料不同。

[0019]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源极与所述漏极是关于所述压电电阻体中的所述源

极与所述漏极之间的中间面对称的结构，所述压电电阻体、所述压电体以及所述栅极分别

是关于所述中间面对称的结构。

[0020] 本发明是一种电子电路，其特征是具备：电路，其连接于第1电源与第2电源之间；

以及所述晶体管，该晶体管的所述源极以及所述漏极中的任意一方与所述第1电源连接，所

述源极以及所述漏极中的另一个方与所述电路的电源端子连接，断开对所述电路供给的电

力的信号被输入至所述栅极。

[0021]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电路是双稳定电路，所述电子电路具备：双稳定电

路，其存储数据；以及非易失性元件，其非易失地对存储在所述双稳定电路中的数据进行存

储，并将非易失地存储的数据恢复到所述双稳定电路中，所述电路是所述双稳定电路。

[0022] 在上述结构中可构成为，所述非易失性元件连接于所述双稳定电路内的节点与控

制线之间。

[0023] 本发明是一种电子电路，其特征是该电子电路具备非易失性存储单元，该非易失

性存储单元具有：非易失性元件；以及所述晶体管，该晶体管的所述源极或所述漏极与所述

非易失性元件串联地连接。

[0024] 本发明是一种电子电路，其特征是具备第1以及第2晶体管，所述第1以及第2晶体

管是所述晶体管，为彼此互补型，所述第1以及第2晶体管的所述压电体的介电极化方向彼

此反向，是在以所述源极为基准对所述栅极施加正电压或负电压时，所述压电体能对所述

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的方向。

[0025] 本发明是一种晶体管，其特征是具备：压电电阻体，其在第1方向上传导载流子；源

极，其将所述载流子注入所述压电电阻体；漏极，其从所述压电电阻体接受所述载流子；压

电体，其从与所述第1方向交叉的第2方向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以及栅极，其对所述

压电体施加电压，使得所述压电体对所述压电电阻体施加压力。

[0026] 发明效果

[0027] 根据本发明，可提供无需采用高屈服强度材料的器件(晶体管)的支承结构就能够

从压电体栅极有效地向压电电阻体沟道施加压力、此外还能够替换源极和漏极的晶体管以

及电子电路。或者能够提供可替换源极和漏极的晶体管以及电子电路。

附图说明

[0028] 图1是比较例1的晶体管的剖视图。

[0029] 图2是实施例1的晶体管的立体图。

[0030] 图3(a)是实施例1的第1型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3(b)是剖视图，图3(c)是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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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号。

[0031] 图4(a)是实施例1的第2型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4(b)是剖视图，图4(c)是电路

记号。

[0032] 图5(a)至图5(f)是实施例1的变形例的晶体管的示意图。

[0033] 图6(a)以及图6(b)分别是示出用于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的仿真的尺寸的图。为了

简化，没有显示源极、漏极、栅极以及金属触点。

[0034] 图7(a)以及图7(b)分别是表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E的α的图。

[0035] 图8(a)以及图8(b)分别是表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R的α的图。

[0036] 图9(a)以及图9(b)分别是表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漏极电压VD的漏

极电流ID的图。

[0037] 图10(a)以及图10(b)分别是表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E的S的图。

[0038] 图11(a)以及图11(b)分别是表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R的S的图。

[0039] 图12(a)至图12(c)是表示相对于环形振荡器的时间的输出电压的图。

[0040] 图13(a)以及图13(b)是实施例2的电子电路的框图。

[0041] 图14是实施例3的电子电路的电路图。

[0042] 图15是实施例3的变形例的电子电路的电路图。

[0043] 图16(a)是实施例4的非易失性存储单元的电路图，图16(b)是截面立体图。

[0044] 图17(a)至图17(f)是示出实施例5的电子电路的电路图(其1)。

[0045] 图18(a)至图18(f)是示出实施例5的电子电路的电路图(其2)。

[0046] 图19(a)至图19(c)是示出实施例6以及其变形例的晶体管的剖视图。

[0047] 图20(a)是实施例7的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20(b)以及图20(c)是剖视图。

[0048] 图21(a)是实施例7的变形例1的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21(b)是剖视图。

[0049] 图22(a)是实施例7的变形例2的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22(b)以及图22(c)是剖

视图。

[0050] 图23是实施例7的变形例3的晶体管的剖视图。

[0051] 图24(a)是示出采用仿真2的漏极特性的图，图24(b)是示出比较仿真1和2的漏极

特性的图。

[0052] 图25是示出反相电路的传递特性的图。

[0053] 图26(a)以及图26(b)分别是表示仿真1以及2中的双稳定电路的蝶形线的图。

[0054] 图27是实施例8的电子电路的框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55] 近年来的微型处理器或So C (S y s t e m  o n  a  C h i p：片上系统)等CMO S

(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逻辑系统是通过

使晶体管的细微化和高性能化同时成立而发展来的。这样的同时成立多亏了基于晶体管的

细微化的电流驱动能力的提高和高密度集成化。但是，在晶体管的细微化(技术节点的更

新)的同时，功耗增大。该功耗的增大成为限制逻辑系统的性能或晶体管的集成密度的重大

问题。此外，在作为近年来的CMOS逻辑系统中的重要应用之一的智能手机等移动设备中，逻

辑系统的功耗也成为决定蓄电池的使用时间的要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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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6] CMOS逻辑系统中的电源电压的低电压化对于CMOS逻辑系统的低功耗化是极有效

的手段之一。但是，低电压化使逻辑系统的工作频率(速度)迅速劣化。另外，低电压化导致

相对于器件的偏差的耐性明显劣化。产生由于这样的电源电压的低电压化引起的问题的主

要原因是晶体管的电流驱动能力的劣化。因此，广泛地开发利用更小的输入电压可驱动更

大的电流这样的“高灵敏度”的晶体管。此外，关于相对于低电压工作中的全部功耗的动态

功耗与静态功耗之比，在驱动电压降低的同时，静态功耗变大。因此，在低电压工作中，寻求

泄漏(Subthreshold  leakage，亚阈值泄漏)充分低的晶体管。根据以上这样的观点，研究以

及开发了一些新的器件。但大多是即使电流驱动能力高泄漏也大的器件、或者即使泄漏少

电流驱动能力也低的器件。

[0057] 在电源电压是0.2V左右的超低电压的区域中，发现功耗大幅地降低。但是，在现有

的CMOS技术中，当进行这样的超低电压工作时，伴随着电流驱动能力的降低，电路性能的劣

化加剧，从而难以进行灵活应用。只要在沟道中采用半导体，则这样的电路性能的劣化无论

使用哪种半导体材料也难以根本上进行解决。金属沟道具有即使是低电阻、低电压也能够

实现高电流驱动能力的可能性。但是，当采用金属沟道时，原理上难以充分地降低泄漏。因

此，考虑了将能够形成金属性的电阻低的状态和绝缘体性的电阻高的状态这两个状态的金

属-绝缘体转移的材料用于晶体管的沟道的情况。认为这样的晶体管是适合于超低电压驱

动的器件。最近，提出了将具有大的压电效果的压电体用于栅极并将具有通过压力引起金

属-绝缘体转移的压电电阻效应的压电电阻体用于沟道的被称为PET(Piezoelectronic 

Transistor)的新的晶体管(专利文献1)。

[0058] 图1是比较例1的晶体管(PET)的剖视图。比较例1是应用专利文献1的结构的例子。

如图1所示，在源极14与漏极16之间设置有压电电阻体10。在源极14之下(与压电电阻体10

的相反侧)设置有压电体12。在压电体12之下设置有栅极18。利用由高屈服强度材料构成的

支承结构体20来支承从栅极18到漏极16的层叠体。当在源极14与栅极18之间施加电压时，

压电体12移位。由此，从压电体12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

[0059] 在PET中，在沟道中使用通过压力进行金属-绝缘体转移的压电电阻体10。关于压

电电阻体10，导通时的金属相中的电阻极低，可期待大的电流驱动能力。电阻变化率相对于

该压电电阻体的压力为巨大，能够使截止时的沟道电阻极高。因此，能够期待充分的导通/

截止电流比。此外，在PET中，可通过使压电体12的介电极化的方向相反，来实现与MOSFET中

的p沟道动作和n沟道动作同样的动作。因此，也可以构成如CMOS电路这样采用互补型的晶

体管的电路。

[0060] 为了在PET中实现较高的电流驱动能力和陡峭的亚阈值特性，需要采用具有大的

压电效果的压电体12。不管是这样的压电体12的特性，能够从压电体12高效地对压电电阻

体施加压力的器件结构也是极重要的。在此之前提出的PET中，为了对压电电阻体施加压

力，而采用由高屈服强度材料等构成的支承结构体20等器件的支承结构。这样的支承结构

不适合于集成电路的高密度集成化。此外，有可能产生由于支承结构体20的存在而生成的

各种寄生元件导致的性能劣化。另外，这样的支承结构也没有成为适合于从压电体12高效

地对由压电电阻体构成的沟道施加压力的结构。因此，重要的是，实现在PET中不采用这样

的器件的支承结构也能够对沟道高效地施加压力的器件结构。

[0061] 在以下说明的实施例中，能够实现未采用器件的支承结构而具有适合于集成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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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器件结构的PET。此外，能够实现具有可从压电体栅极对压电电阻体沟道高效地施加压力

的结构的PET。根据该器件结构的PET，可实现高电流驱动能力和陡峭的亚阈值特性。此外，

还能够实现利用了PET的低阻抗性的电源门控电路、利用了PET的低电压下的高速动作性的

低功耗的存储电路以及逻辑电路。

[0062] 实施例1

[0063] 实施例1是PET的例子。图2是实施例1的晶体管的立体图。图3(a)是实施例1的第1

型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3(b)是剖视图，图3(c)是电路记号。图4(a)是实施例1的第2型晶

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4(b)是剖视图，图4(c)是电路记号。

[0064] 如图2至图4(c)所示，将压电电阻体10内的中心轴设为z轴，将径方向设为r方向。

压电电阻体10是圆筒形状。在压电电阻体10的两端设置有源极14和漏极16。源极14对压电

电阻体10注入载流子(例如电子)。漏极16从压电电阻体10接受载流子。在压电电阻体10内

从源极14向漏极16方向传导载流子。载流子的传导方向是z方向。在源极14与压电电阻体10

之间设置有金属触点层15，在漏极16与压电电阻体10之间设置有金属触点层17。金属触点

层15以及17与压电体12接触，在压电电阻体10是绝缘相的情况下，为了对压电体12有效地

施加栅极电压而采用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优选杨氏模量(Young’s 

modulus)较小，以有效地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压电体12设置成包围压电电阻体10。压

电体12是环状物形状。压电体12周围设置有栅极18。

[0065] 如图3(a)以及图3(b)所示，在第1型晶体管11a中，压电体12的介电极化方向22是-

r方向。例如，当以源极14为基准在栅极18与源极14之间施加正电压时，压电体12对压电电

阻体10施加压力。由此，压电电阻体10成为金属相。从而，从源极14向漏极16传导载流子。当

在栅极18与源极14之间未施加电压时，对压电电阻体10未施加压力，压电电阻体10成为绝

缘相。由此，断开从源极14向漏极16传导载流子。这样，第1型晶体管11a当以源极14为基准

对栅极18施加正侧的电压时，压电电阻体10导通(成为金属相)。这样的动作视为与MOSFET

中的n沟道FET的动作相同。因此，第1型晶体管11a简称为n沟道，利用图3(c)这样的电路记

号来表示。在图3(c)中，源极S与源极14对应，漏极D与漏极16对应以及栅极G与栅极18对应。

[0066] 如图4(a)以及图4(b)所示，在第2型晶体管11b中，压电体12的介电极化方向22是+

r方向。例如，当以源极14为基准在栅极18与源极14之间施加负电压时，对压电电阻体10施

加压力。由此，压电电阻体10成为金属相。当在栅极18与源极14之间不施加电压时，未对压

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压电电阻体10成为绝缘相。由此，断开从源极14向漏极16的载流子传

导。这样，第2型晶体管11b当以源极14为基准对栅极18施加负侧的电压时，压电电阻体10导

通(成为金属相)。这样的动作视为与MOSFET中的p沟道FET的动作相同。因此，将第2型晶体

管11b简称为p沟道，利用图4(c)这样的电路记号来表示。

[0067] 这样，以下说明中的PET的n沟道以及p沟道，不是通过在由压电电阻体10构成的沟

道中传导的载流子是电子还是空穴、而是通过是与MOSFET的n沟道FET的动作相同还是与p

沟道FET的动作相同来规定。

[0068] 图5(a)至图5(f)是实施例1的变形例的晶体管的示意图。图5(a)以及图5(c)是立

体剖视图，图5(b)以及图5(d)是剖视图，图5(e)以及图5(f)是电路记号。如图5(a)以及图5

(b)所示，在晶体管11c中，压电体12的介电极化方向是-z方向。与压电体12的z方向相对地

设置栅极18a以及18b。通过以栅极18b为基准在栅极18a与18b之间施加正电压，压电体12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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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

[0069] 如图5(c)以及图5(d)所示，在晶体管11d中，压电体12的介电极化方向是z方向。通

过以栅极18b为基准在栅极18a与18b之间施加负电压，压电体12可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

力。由此，晶体管11c与11d相互成为互补型的晶体管。

[0070] 在图5(e)以及图5(f)中，G1与栅极18a对应，G2与栅极18b对应。例如，在使G2与接

地这样的参照电压(或源极等)连接的情况下，也可以不记载G2，利用图3(c)以及图4(c)这

样的电路记号来表示。以下，将G2设为与源极相同的电位，并省略表述。

[0071] 在实施例1中，栅极18以包围压电体12的方式设置。压电体12以外方向或内方向

(例如相对于压电电阻体10内的放射状)进行介电极化。在实施例1的变形例中，在与z方向

相对的压电体12的表面(即与z方向垂直的表面)上与z方向平行地设置有多个栅极18a以及

18b。压电体12在z方向进行介电极化。这样，适当地设定压电体12的介电极化方向。通过将

压电体12内的介电极化方向设为相反的方向，可简单地形成互补的晶体管。

[0072] 在实施例1以及其变形例中，压电体12包围压电电阻体10，从周围对压电电阻体10

施加压力。因此，也可以不采用比较例1这样的器件的支承结构。虽然以压电电阻体10为圆

筒形状、压电体12为环状物形状为例进行了说明，但压电电阻体10以及压电体12的形状不

限于此。例如，压电电阻体10可以是四棱柱等的多棱柱。另外，多棱柱的角可以是圆边。在此

情况下，在实施例1中，压电体12内的介电极化的方向成为从压电电阻体10朝着栅极18的方

向或从栅极18朝着压电电阻体10的方向。在实施例1的变形例中，介电极化方向成为z方向。

为了对压电电阻体10均匀施加压力，优选压电电阻体以及压电体12关于z轴旋转对称。

[0073] 在实施例1以及其变形例(在变形例中形成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的情况)中，金属

触点层15以及17以与压电体12接触的状态形成，也可以成为源极14以及漏极16。在此情况

下，源极14以及漏极16与压电体12之间可接触。这样，只要在源极14以及漏极16中采用杨氏

模量较小的材料(例如，杨氏模量与压电电阻体10相同的程度或小于压电电阻体10的材

料)，就可以使源极14以及漏极16与压电体12接触。在源极14以及漏极16的杨氏模量较大的

情况下，如图3(a)、图3(b)、图4(a)、图4(b)、图5(a)至图5(d)那样，优选在源极14以及漏极

16与压电体12之间形成空隙。此外，在图5(a)至图5(d)中，在源极14以及漏极16与压电体12

之间形成空隙，但在源极14以及漏极16的杨氏模量与压电电阻体10相同的程度或小于压电

电阻体10的情况下，可与压电体12接触。

[0074] 压电电阻体10由具有电阻根据所施加的机械压力而变化的压电电阻体效果的材

料构成。由于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从而优选压电电阻体10的电阻率变化2位以上，进

一步优选变化4位以上，更优选是变化5位以上。作为这样的材料，例如可将SmSe、TmSe、SmS、

Ca2RuO4、(Ca、Ba、SrRu)O3、Ni(SxSe1-x)2C、或(V1-xCrx)2O3用于压电电阻体10。

[0075] 压电体12由具有根据所施加的电压机械变形的逆压电效果的材料构成。作为压电

体12的材料，例如可采用以下的ABC3型的钙钛矿结构物质。

[0076] (Pb、M1)(Ti、M2)O3，

[0077] (Bi、M1)(Zn、Ti、M2)O3，

[0078] (Bi、M1)(Na、Ti、M2)O3，

[0079] (K、M1)(Nb、M2)O3，

[0080] (Li、M1)(Nb、M2)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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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81] (Li、M1)(Ta、M2)O3，

[0082] 或者

[0083] (Na、M1)(Nb、M2)O3

[0084] 这里，M1是价数为1-3价的Li、Ca、Ba、Sr、Bi、Pb或镧系元素等。M2是价数为2-6价的

Zr、Hf、Mg/Nb、Mg/Ta、In/Sc等。

[0085] 作为钙钛矿结构物质以外的材料，可采用以下的材料。

[0086] (Hf、M3)O2

[0087] 这里，M3是Sr、Si、Ba、Ca、Mg、Zr、Ce、Ti、Ge、Sn、Nb、Ta或镧系元素。

[0088] 作为压电体12的材料，典型地可采用PZT(锆钛酸铅)、PSZT(锶掺杂锆钛酸铅)、

PMT-PT(镁铌酸-钛酸铅)或PZN-PT(铌锌酸铅-钛酸铅)。源极14、漏极16以及栅极18是金属

等导电体。

[0089] 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优选杨氏模量以及电阻率较小。作为这样的材料可采用Al

(68)、Mg(65)、Ag(76)、Au(80)、Pb(14)、Ca(23)、Sn(41)、Bi(31)或In(10)。括号内表示杨氏

模量(GPa)。例如，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的杨氏模量优选与压电电阻体10相同的程度或小于

压电电阻体10。

[0090] 压电电阻体10、压电体12、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和源极14、漏极16以及栅极18例如

可采用溅射法、CVD(Chemical  Vapor  Deposition：化学气相沉积)法来形成。

[0091] 对实施例1与比较例1的晶体管特性进行仿真。设压电电阻体10为SmSe，设压电体

12为PMT-PT。

[0092] 图6(a)以及图6(b)是分别示出用于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的仿真的尺寸的图。为了

简化，没有示出源极、漏极、栅极以及金属触点。如图6(a)所示，在实施例1中，压电体12对压

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设施加压力的r方向的压电电阻体10的厚度lPR(相当于半径)，设r方

向的压电体12的厚度为LPE。设压电电阻体10的z方向的厚度为hPR，设压电体12的z方向的厚

度为HPE。设从z轴到压电体12的r方向的中心的距离为RPE。关于压电体12对压电电阻体10施

加压力的表面(即，压电体12与压电电阻体10相对的面)的面积，设对于压电电阻体10为面

积aPR，设对于压电体12为APE。aPR＝2πlPRhPR，APE＝2πlPRHPE。由此，成为面积比aPR/APE＝hPR/

HPE。

[0093] 如图6(b)所示，在比较例1中，设压电体12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的方向为x方

向。设压电电阻体10的x方向的厚度为lPR，设压电体12的x方向的厚度为LPE。将压电体12与

压电电阻体10面对面的(成为与x方向正交的面)压电电阻体10的面积设为aPR，将压电体12

的面积设为APE。

[0094] 通过如以上这样规定大小的参数，可进行实施例1与比较例1的比较。

[0095] 首先，计算表示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的压力P与对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的栅极18

施加的栅极电压VG之比的系数α。P＝αVG。系数α大的一方表示对压电电阻体10高效地施加压

力的情况。

[0096] 图7(a)以及图7(b)分别是表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E的α的图。lPR固

定为3nm。多个实线表示在箭头方向上以0.2步进(step)从0.2到1.0来变更aPR/APE。关于以

下的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的图也相同。如图7(a)所示，aPR/APE小的一方，α大。α不太依赖于

LPE。如图7(b)所示，aPR/APE小的一方，α大。当LPE大时，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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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97] 图8(a)以及图8(b)分别是示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R的α的图。LPE固

定为40nm。如图8(a)所示，aPR/APE小的一方，α大。lPR小的一方，α大。如图8(b)所示，aPR/APE小

的一方，α大。lPR小的一方，α大。

[0098] 当比较图7(a)以及图8(a)和图7(b)以及图8(b)时，例如，在LPE＝40nm、lPR＝3nm以

及aPR/APE＝0.4中，实施例1与比较例1相比，α大2倍左右。这样，实施例1与比较例1相比，可

对压电电阻体10有效地施加压力。由此，能够提高电流驱动能力。

[0099] 图9(a)以及图9(b)分别是示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漏极电压VD的漏

极电流ID的图。在实施例1中，lPR＝3nm、LPE＝40nm、hPR＝12nm、HPE＝30nm以及aPR/APE＝0.4。

在比较例1中，lPR＝3nm、LPE＝40nm、aPR＝100nm2、APE＝250nm2以及aPR/APE＝0.4。多条实线是

以0.01V步进从0V到0.2V施加栅极电压VG。

[0100] 如图9(a)以及图9(b)所示，实施例1的漏极电流ID与比较例1相比大3倍。这样，实

施例1与比较例1相比，电流驱动能力大3倍以上。

[0101] 接着，计算亚阈值斜率S。当亚阈值斜率S小时，利用栅极18使压电电阻体10截止时

的漏电流小。

[0102] 图10(a)以及图10(b)分别是示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E的S的图。lPR

固定为3nm。如图10(a)所示，aPR/APE小的一方，S小。当减小LPE时，S减少。如图10(b)所示，aPR/

APE小的一方，S小。LPE小的一方，S小。

[0103] 图11(a)以及图11(b)分别是示出实施例1以及比较例1中的相对于lPR的S的图。LPE

固定为40nm。如图11(a)所示，aPR/APE小的一方，S小。lPR小的一方，S小。如图11(b)所示，aPR/

APE小的一方，S小。lPR小的一方，S小。

[0104] 当对图10(a)以及图11(a)与图10(b)以及图11(b)进行比较时，例如在LPE＝40nm，

lPR＝3nm，aPR/APE＝0.4中，实施例1与比较例1相比，S为50左右，低于MOSFET的室温中的临界

值(60mV/decade)。另一方面，比较例1的S为100左右，与实施例1相比大2倍左右。这样，实施

例1与比较例1相比，亚阈值特性变得陡峭。由此，能够抑制截止时的漏电流。

[0105] 根据α以及S的观点，优选aPR/APE小的情况。例如优选aPR/APE小于1的情况，最好是

0.6左右以下。

[0106] 接着，计算由5级的反相器构成的环形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反相器为采用了p沟道

PET和n沟道PET的互补型反相器。图12(a)至图12(c)是示出相对于环形振荡器的时间的输

出电压的图。图12(a)示出实施例1的PET的计算结果。在算出的PET中，lPR＝3nm、LPE＝10nm、

hPR＝6nm、HPE＝30nm以及aPR/APE＝0.2。电源电压VDD＝0.2V。响应于压电体12的电压施加的

机械共振现象对环形振荡器的振荡频率带来影响，所以考虑此效果进行了计算。图12(b)以

及图12(c)是采用了16nm节点的FinFET时的计算结果，分别是电源电压VDD＝0.5V以及0.2V。

[0107] 如图12(a)所示，在实施例1中，即使VDD＝0.2V，振荡频率也约为60GHz。图12(b)所

示，在FinFET中是VDD＝0.5V，振荡频率约为25GHz。如图12(c)所示，在VDD＝0.2V中，振荡频

率约为1.3GHz。这样，即使采用当前动作速度最快的晶体管之一的FinFET，当减小VDD时，动

作速度也急剧劣化。另一方面，在实施例1中，由于电流驱动能力大，所以即使减小VDD，振荡

频率也高。通过进行结构的最优化，有可能在VDD＝0.2V下实现100GHz左右的振荡频率。

[0108] 根据实施例1，压电体12以包围压电电阻体10的方式设置。通过对栅极18施加电

压，压电体12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由此，与比较例1相比，可不采用支承结构体。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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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7(a)至图8(b)那样，与比较例1相比，能够高效地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由此，能够

提高电流驱动能力。此外，如图10(a)至图11(b)那样，与比较例1相比，能够提高亚阈值特

性。由于压电电阻体10通过压力成为金属相，所以导通电阻非常低。因此，如图12(a)那样，

即使在低电源电压(例如0.2V以下)中也能够成为高速动作。

[0109] 另外，在比较例1中，由于如图1那样栅极18、源极14以及漏极16按照此顺序进行层

叠，所以从源极14向漏极16方向流动载流子的情况与从漏极16向源极14方向流动载流子的

情况不为等效(电流不同)。这样，源极14与漏极16相对于栅极18没有成为对称的结构。因

此，当替换源极14与漏极16而获得相同的特性时，改变施加给栅极18的电压。因此，当替换

源极14和漏极16时，特性大幅改变。

[0110] 另一方面，在实施例1中，可以按照源极14与漏极16关于沟道中心具有对称性的方

式来构成器件结构。另外，由于源极14和漏极16相对于栅极18为等效结构，因此即使替换源

极14和漏极16，只要对栅极18施加相同的电压，就能够获得相同的特性。这样，即使替换换

源极14和漏极16，特性也几乎不变化。

[0111] 实施例2

[0112] 实施例2是将实施例1的PET作为电源开关的电源门控电路的例子。图13(a)以及图

13(b)是实施例2的电子电路的框图。如图13(a)所示，电源门控电路100a具有p沟道PET30b

以及电源域电路(Power  domain  circuit)32作为电源开关。电源域电路32设置在两个电源

即接地GND与电源VDD之间。从接地GND以及电源VDD对电源域电路32供给电力。在电路32与电

源VDD之间设置有p沟道PET30b。PET30b的源极与电源VDD连接，漏极与电路32连接。向栅极输

入控制对电路32供给的电力的信号。设PET30b与电路32之间的节点为虚拟VDD。电路32被施

加虚拟VDD与接地GND的电位差的电压。

[0113] 如图13(b)所示，电源门控电路100b具有n沟道PET30a以及电源域电路32作为电源

开关。在接地GND与电路32之间设置有n沟道PET30a。PET30a的源极与接地GND连接，漏极与

电路32连接。向栅极输入控制对电路32供给的电力的信号。PET30a与电路32之间的节点成

为虚拟GND。电路32被施加电源VDD与虚拟GND的电位差的电压。PET30a以及30b是实施例1的

晶体管。

[0114] 根据实施例2，电路32连接在电源VDD(第1电源)与接地GND(第2电源)之间。作为电

源开关的PET30a或30b的源极与电源VDD或接地GND连接，漏极与电路32连接。向栅极输入断

开对电路32供给的电力的信号。该信号是使PET30a或30b导通或截止的信号。

[0115] 这样，在实施例2的电源门控电路中，将PET30a或30b用于电源域电路的电源开关。

PET30a或30b的导通电阻金属性较低。由此，能够将电源开关中的电压降抑制得极低。从而，

能够容易地提高可对电源域电路32施加的电压(在图13(a)中是虚拟电源VDD与接地GND的电

位差、在图13(b)中是电源VDD与虚拟接地GND的电位差)。由此，能够较高地维持电源域电路

32的电路性能。因此，与将通常的MOSFET用于电源开关的情况相比，可获得较高的电路性

能。另外，通过基于PET30a或30b的陡峭的亚阈值特性的断开特性和较大的导通/截止比，在

电源断开时可使电压降集中于电源开关。因此，能够将电源断开时的电源域电路32的泄漏

抑制到较小。此外，如果在多层布线层中修正PET30a或30b，则能够基本去除电源开关引起

的面积费用。电源域电路32可由通常的CMOS或PET(包含互补型的PET)构成。

[0116] 实施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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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 实施例3是在非易失性双稳定电路的电源开关中采用实施例1的PET的例子。图14

是实施例3的电子电路的电路图。如图14所示，存储单元101具有双稳定电路40以及非易失

性元件MTJ1以及MTJ2(非易失性存储器元件)。双稳定电路40易失性地存储数据。非易失性

元件MTJ1以及MTJ2非易失地存储在双稳定电路40中存储的数据，将非易失地存储的数据恢

复到双稳定电路40中。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例如是铁磁隧道结器件。

[0118] 双稳定电路40具有反相器42以及44。反相器42具有p沟道FETm1以及n沟道FETm2。

反相器44具有p沟道FETm3以及n沟道FETm4。反相器42与44环状地连接。双稳定电路40连接

在电源VDD与接地之间。FETm1以及m3的源极连接电源VDD，在FETm2以及m4的源极接地。作为

电源开关的(p沟道的)PET30在FETm1以及m3的源极与电源VDD之间串联连接。通过截止

PET30，可断开对双稳定电路40供给的电力。

[0119] 连接反相器42与44的节点分别是节点Q以及QB。节点Q与节点QB是相互互补节点。

节点Q以及QB分别经由FETm5以及m6与输入输出线D以及DB连接。FETm5以及m6的栅极与字线

WL进行连接。与现有的SRAM同样地进行向双稳定电路40写入以及读出数据。

[0120] 在节点Q与控制线CTRL之间的通路66中，串联连接(n沟道的)FETm7和非易失性元

件MTJ1，在节点QB与控制线CTRL之间的通路66中，串联连接(n沟道的)FETm8和非易失性元

件MTJ2。FETm7以及m8的源极以及漏极的一方与节点Q以及QB连接，源极以及漏极的另一方

与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连接。FETm7以及m8的栅极与开关线SR连接。此外，FETm7以及

m8分别连接在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与控制线CTRL之间。

[0121] 在FETm7以及m8导通的状态下，通过使控制线CTRL成为高电平和低电平来进行从

双稳定电路40向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的数据的存储动作。在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

MTJ2中存储有数据之后，使PET30截止。由此，不对双稳定电路40供给电力，可削减功耗。

[0122] 通过在使控制线CTRL成为低电平的状态下导通PET30并对双稳定电路40供给电

力，来进行从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向双稳定电路40的数据的恢复动作。

[0123] 在实施例3中，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除了铁磁隧道结器件(強磁性トンネル

接合素子)以外，还可以采用巨磁电阻(GMR)元件、用于ReRAM(Resistance  Random  Access 

Memory：随机存取存储器)这样的可变电阻元件或用于PRAM(Phase  change  RAM)的相变元

件。另外，作为电源开关的PET30如实施例2的图13(b)那样可设置于接地与双稳定电路40之

间。在此情况下，PET是n沟道PET，FETm7以及m8是p沟道。此外，非易失性元件是1个，可在双

稳定电路40的1个节点与控制线之间连接非易失性元件。

[0124] 作为实施例3的变形例，说明主从型触发器电路的例子。图15是实施例3的变形例

的电子电路的电路图。如图15所示，存储电路102具备D锁存器电路102a和D锁存器电路

102b。D锁存器电路102a具备双稳定电路40、传输门(パスゲート)72、73、非易失性元件MTJ1、

MTJ2、FETm7至m9。在双稳定电路40的环内并联连接传输门73和FETm9。在双稳定电路40内的

节点Q与控制线CTRL之间串联连接(n沟道的)FETm7和非易失性元件MTJ1。在双稳定电路40

内的节点QB与控制线CTRL之间串联连接(n沟道的)FETm8和非易失性元件MTJ2。节点Q经由

反相器61成为QB信号。节点QB经由反相器62成为Q信号。节点Q经由传输门72与D锁存器电路

102b连接。

[0125] D锁存器电路102b具备双稳定电路50、传输门70以及71。双稳定电路50环状地连接

反相器52以及54。反相器52具有p沟道FETm11以及n沟道FETm12。反相器54具有p沟道FETm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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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n沟道FETm14。在双稳定电路50的环内连接传输门71。在双稳定电路50中经由反相器60

以及传输门70输入数据D。时钟信号CLK经由反相器63成为时钟CB，还经由反相器64成为时

钟C。时钟CB以及C输入到各传输门70至73。在双稳定电路40及50与电源VDD之间连接有(p沟

道的)PET30作为电源开关。

[0126] 在实施例3的变形例中，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除了铁磁隧道结器件以外，还

可以采用GMR元件、用于ReRAM这样的可变电阻元件或用于PRAM的相变元件。另外，作为电源

开关的PET30可设置于接地与双稳定电路40之间。在此情况下，PET是n沟道PET，FETm7以及

m8是p沟道。此外，非易失性元件是1个，非易失性元件可连接在双稳定电路40的1个节点与

控制线之间。

[0127] 对作为相当于图14或图15的PET30的电源开关采用MOSFET的情况的问题进行说

明。在存储动作时，由于电流在非易失性元件MTJ1或MTJ2中流动，所以电源VDD与地之间的阻

抗大幅降低。因此，当作为电源开关采用MOSFET时，MOSFET中的电压降变大。由此，对双稳定

电路40、非易失性元件MTJ1以及MTJ2未施加充分的电压。从而，难以进行稳定动作。因此，在

将通常的MOSFET用于电源开关的情况下，为了对存储单元充分地施加电压，可采用沟道宽

度非常大的(或多个)MOSFET。由此，产生元件面积增大、布局复杂化以及性能劣化(实际上

是由于元件面积的制约而无法使用充分大的电源开关)等问题。

[0128] 另一方面，在实施例3及其变形例中，将实施例1的PET30用于电源开关。由此，

PET30的电流驱动能力与MOSFET(包含FinFET等高性能晶体管)相比非常大，即使使用充分

小的PET，也容易将电源开关的电压降抑制得较小。由此，即使导入电源开关，也能够简单地

实现存储单元的稳定动作。因此，只要将PET30用于电源开关，就能够实现非易失性双稳定

电路的电源门控，而不会产生元件面积的增大、布局的复杂化以及性能劣化(PET也可以形

成在多层布线层中)。

[0129] 如实施例3及其变形例那样，在具有非易失地存储双稳定电路40的数据的非易失

性元件的非易失性双稳定电路中，将对双稳定电路40供给电力的电源开关设为PET30。由

此，能够实现非易失性双稳定电路的电源门控，而不会产生元件面积的增大、布局的复杂化

以及性能劣化。另外，因为PET30截止时的漏电流小，所以能够抑制断开双稳定电路40时的

待机功耗。

[0130] 在实施例3及其变形例中，FETm1至m14可以是MOSFET或者可以是PET。在通路66中

采用存储动作时较大的电流。由此，通过采用PET作为FETm7以及m8，能够在低电压下进行存

储动作。在将FETm7以及m8设为PET的情况下，可采用后述的实施例4的图16(b)结构。另外，

可利用1个或多个PET构成多个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电源开关。例如，可采用数量小于非易失

性存储单元数的PET来构成电源开关。

[0131] 实施例4

[0132] 实施例4是在非易失性存储单元中采用PET例子。图16(a)是实施例4的非易失性存

储单元的电路图，图16(b)是截面立体图。如图16(a)所示，非易失性存储单元104具备非易

失性元件80和PET90。在源极线SL与比特线BL之间串联连接有非易失性元件80与PET90的源

极以及漏极。PET90的栅极与字线WL连接。非易失性元件80在由铁磁性金属构成的自由层82

与引脚层86之间设置有非磁性层84。在铁磁隧道结器件中，非磁性层84是隧道绝缘膜，在巨

磁电阻(GMR)元件中，非磁性层84是金属层。自由层82与引脚层86可以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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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3] 如图16(b)所示，在PET90的漏极16上依次层叠金属层81、自由层82、非磁性层84、

引脚层86以及金属层87。这样，可在PET90上层叠非易失性元件80。

[0134] 如自旋转移矩磁化反转型的铁磁隧道结器件那样，电流驱动型的非易失性元件80

在数据改写时流动电流。因此，如实施例4那样，由PET90和非易失性元件80构成非易失性存

储单元104。由此，通过例如0.5V以下这样的低电压也能够实现可动作的非易失性存储单

元。这是因为，PET90的导通电阻低，利用低电压驱动也能够驱动数据改写所需的充分的电

流。只要采用具有电阻更低的铁磁性金属/非磁性金属/铁磁性金属结构的GMR元件，就能够

实现更低电压下的可驱动的非易失性存储单元。非易失性元件80除了铁磁隧道结器件以及

巨磁电阻(GMR)元件以外，还可以采用用于ReRAM这样的可变电阻元件或用于PRAM的相变元

件。

[0135] 实施例5

[0136] 实施例5是在逻辑电路中采用PET的例子。图17(a)至图18(f)是示出实施例5的电

子电路的电路图。如图17(a)以及图17(b)所示，输出信号A的反相(NOT)信号Y的反相电路91

可由1个n沟道PET97a和1个p沟道PET97b构成。如图17(c)以及图17(d)所示，输出信号A与B

之积的否定(NAND)信号Y的NAND电路92可由两个n沟道PET97a和两个p沟道PET97b构成。如

图17(e)以及图17(f)所示，输出信号A与B之和的否定(NOR)信号Y的NOR电路93可由两个n沟

道PET97a和两个p沟道PET97b构成。

[0137] 如图18(a)以及图18(b)所示，输出信号A与B的逻辑“异或”(XOR)信号Y的XOR电路

94可由1个n沟道PET97a、1个p沟道PET97b、反相电路91以及传输门98构成。传输门98可由n

沟道PET97a和p沟道PET97b构成。如图18(c)以及图18(d)所示，使信号A与信号B同步地作为

信号Y输出的电路95可由反相电路91和传输门98构成。如图18(e)以及图18(f)所示，使信号

A和B与信号S同步地依次作为信号Y输出的电路96可由两个反相电路91和两个传输门98构

成。

[0138] 在实施例5的逻辑电路中，作为相互互补型的PET97a(第1晶体管)以及97b(第2晶

体管)内的压电体12的介电极化方向22彼此反向，是在对PET97a中的栅极18施加了以源极

14为基准为正电压的情况下压电体12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的方向、以及在对PET97b中

的栅极18施加了以源极14为基准为负电压的情况下压电体12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的

方向。通过采用这样的PET97a以及97b，可利用相同的电路结构来实现与CMOS逻辑电路相同

的逻辑。例如，可构成NOT电路、AND电路、NAND电路、OR电路、NOR电路、XOR电路、XNOR电路、多

输入的这些电路(例如3输入NAND或3输入NOR等)、这些复合电路(例如AND-OR-INV(AOI)或

OR-AND-INV(OAI)等)、各种锁存器电路、各种触发电路(例如DFF、RSFF、JKFF或TFF等)或复

用器(MUX)等电路。

[0139] 另外，能够构成为PET97a与97b的尺寸相同且可确保相同的电流。由此，如CMOS逻

辑电路那样，在n沟道FET和p沟道FET中不可以改变尺寸。因此，可期待组合逻辑电路等时的

布线或布局变得容易、减少电路的占有面积或者减少信号传播迟延这样的良好效果。

[0140] 另外，在比较例1中，如图1那样，从源极14向漏极16流动载流子的情况和从漏极16

向源极14流动载流子的情况不为等效(电流不同)。另一方面，在实施例1中，从源极14向漏

极16的方向与从漏极16向源极14的方向是等效的。由此，可采用PET97a以及97b来构成传输

门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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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1] 实施例6

[0142] 实施例6是PET的其它例。图19(a)至图19(c)是实施例6及其变形例的晶体管的剖

视图。如图19(a)所示，在实施例6的PET中，在压电电阻体10的-y方向的表面上设置有源极

14，在+y方向的表面上设置有漏极16。在压电电阻体10的-x方向的表面上设置有压电体12。

在压电体12的-x方向的表面上设置有栅极18。支承结构体20支承压电体12以及压电电阻体

10。此外，在源极14与压电电阻体10之间以及漏极16与压电电阻体10之间，可设置由实施例

1示出的的杨氏模量较小的金属触点层。另外，源极14以及漏极16的压电体12的相反面(+x

方向的表面)可与支承结构体20相接。

[0143] 在压电电阻体10内向y方向传导载流子。压电体12从x方向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

力。源极14与栅极18间的电压、漏极16与栅极18间的电压的关系即使替换源极14和漏极16

也保持相同。因此，在从源极14向漏极16流动载流子的情况和从漏极16向源极14流动载流

子的情况下，能够使电流近似相等。由此，在替换源极14和漏极16的情况下能够使PET的特

性等效。从而，能够在例如传输门等中采用实施例6的PET。

[0144] 如图19(b)所示，在实施例6的变形例1的PET中，在源极14以及漏极16与支承结构

体20之间设置有支承体21。支承体21是例如聚酰亚胺这样的树脂，杨氏模量小于压电体12

以及压电电阻体10。

[0145] 在图19(a)的实施例6中，在源极14以及漏极16与支承结构体20之间形成空隙。由

此，难以形成源极14和漏极16。另外，源极14以及漏极16在结构上变得不稳定。

[0146] 根据图19(b)的实施例6的变形例1的PET，由于支承体21支承源极14以及漏极16，

所以源极14以及漏极16稳定。当支承体21的杨氏模量充分小时，压电体12的压力几乎都施

加给压电电阻体10。另外，支承体21可由多孔硅等多孔质材料形成，也可在形成源极14以及

漏极16之后弄碎支承体21而成为空隙。

[0147] 如图19(c)所示，在实施例6的变形例2的PET中，源极14以及漏极16从压电电阻体

10的y方向以及-y方向的表面延伸到支承结构体20。此外，源极14以及漏极16被引出，以被

支承结构体20支承。由此，源极14以及漏极16变得稳定。在实施例2至实施例5的电子电路中

也可以采用实施例6及其变形例。即使在源极14与压电电阻体10之间以及漏极16与压电电

阻体10之间设置有金属触点层，只要金属触点层的杨氏模量较小，就不会妨碍从压电体12

向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

[0148] 在比较例1中，因为源极14以及漏极16依次进行层叠，所以当将源极14作为漏极16

时，栅极偏置发生变化。因此，当替换源极14和漏极16时，PET的特性改变。

[0149] 根据实施例1以及6及其变形例，即使替换源极14和漏极16，源极14与栅极18之间

以及漏极16与栅极18之间的电压也相同。另外，能够使源极14与漏极16的形状大致等效。因

此，即使替换源极14和漏极16，特性也不变化。因此，优选使源极14与漏极16关于压电电阻

体10中的源极14与漏极16之间的中间面大致为对称的结构，另外，优选使压电电阻体10、压

电体12以及栅极18分别关于压电电阻体10中的源极14与漏极16之间的中间面大致为对称

的结构。另外，根据为了提高α以及S而使面积aPR小于APE等的理由，即使面积aPR与APE不同，也

保持以上的特征。由此，即使替换源极14与漏极16，PET的特性也几乎不变化。

[0150] 实施例7

[0151] 实施例7是PET的其它例。图20(a)是实施例7的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20(b)以及

说　明　书 13/16 页

16

CN 106104831 B

16



图20(c)是剖视图。压电电阻体10、源极14以及漏极16内的虚线是虚拟地划分上部10a、14a

以及16a和支承部10b、14b以及16b的线。如图20(a)至图20(c)所示，设从源极14向漏极16的

方向为Y方向，设在衬底25的面方向上与Y方向垂直的方向为X方向，设衬底25的法线方向为

Z方向。

[0152] 在衬底25上形成压电电阻体10、源极14以及漏极16。压电电阻体10具备上部10a和

支承部10b。上部10a是半圆筒状。在压电电阻体10的Y方向的两端设置有源极14和漏极16。

源极14具备相当于压电电阻体10的上部10a的上部14a和相当于压电电阻体10的支承部10b

的支承部16b。漏极16具备相当于压电电阻体10的上部10a的上部16a和相当于压电电阻体

10的支承部10b的支承部16b。支承部10b、14b以及16b分别支承上部10a、14a以及16a。在压

电电阻体10内以Y方向传导载流子。在源极14与压电电阻体10之间设置金属触点层15，在漏

极16与压电电阻体10之间设置金属触点层17。以包围压电电阻体10的方式设置压电体12。

栅极18设置在压电体12周围。

[0153] 实施例7的第1型晶体管中的压电体12的分极方向22是从栅极18向压电电阻体10

的方向。第2型晶体管中的压电体12的分极方向22与从图20(a)至图20(c)的箭头22反方向，

是从压电电阻体10向栅极18的方向。覆盖支承部10b的压电体12的分极方向省略图示。其它

的结构与实施例1相同，并省略说明。

[0154] 图21(a)是实施例7的变形例1的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21(b)是剖视图。如图21

(a)以及图21(b)所示，未设置有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源极14以及漏极16直接与压电电阻

体10接触。源极14以及漏极16与压电体12接触。其它的结构与实施例7相同，并省略说明。

[0155] 图22(a)是实施例7的变形例2的晶体管的立体剖视图，图22(b)以及图22(c)是剖

视图。如图22(a)至图22(c)所示，在压电体12的Y方向的两侧设置栅极18a以及18b。压电体

12的分极方向22是-Y方向或Y方向。其它的结构与实施例7的变形例1相同，省略说明。此外，

与实施例7同样可设置金属触点层15以及17。另外，源极14以及漏极16可与压电体12接触。

此时，源极14以及漏极16与栅极18a以及18b不接触。

[0156] 图23是实施例7的变形例3的晶体管的剖视图。如图23所示，支承部10b的截面形状

为梯形状。其它的结构与实施例7及其变形例1以及2相同，省略说明。

[0157] 如实施例7及其变形例那样，压电体12可以以从与载流子的传导方向(Y方向)垂直

的方向的一部分方向包围压电电阻体10的方式设置。如实施例1那样，相比于以从与载流子

的传导方向垂直的方向的全部方向包围压电电阻体10的方式设置压电体12的情况，压电电

阻体10以及压电体12的形成变得容易。

[0158] 在衬底25上仅形成了压电电阻体10的上部10a，从而压电体12的压力未有效地施

加到压电电阻体10上。因此，设置对上部10a进行支承的支承部10b(支承体)。压电电阻体10

的上表面是曲面，以包围压电电阻体10的上部10a的上表面以及支承部10b的侧面的方式形

成压电体12。由此，对上部10a有效地施加压力。虽然以上部10a的XZ截面形状是半圆的情况

为例进行了说明，但上部10a的XZ截面形状可以是半椭圆形状、圆的一部分或椭圆的一部

分、伞形形状等。支承部10b可以不是压电电阻体10。为了对压电电阻体10有效地施加压力，

优选支承部10b的杨氏模量以及泊松比是与压电电阻体10相同的程度。因此，优选支承部

10b的材料与压电电阻体10的材料相同。另外，支承部10b的材料可以与压电电阻体10的材

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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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59] 另外，支承部14b以及16b也可以分别不是源极14以及漏极16。在支承部14b以及

16b与压电体12接触的情况下，支承部14b以及16b优选杨氏模量较小的材料。根据制造工序

的效率性的观点，支承部14b以及16b优选是与源极14以及漏极16相同的材料。在设置金属

触点层15以及17的情况下，只要在上部10a与14a之间以及上部10a与16a之间形成金属触点

层15以及17既可。栅极电极18或压电体12以及栅极电极18为了不产生向衬底25的电气传

导，优选从衬底25分离地进行设置。在使支承部10b、14b以及16b成为与上部10a、14a以及

16a分别不同的材料的情况下，例如，可加工衬底25的上表面来成为支承部10b、14b以及

16b。即，支承部10b、14b以及16b的材料可以与衬底25的材料相同。

[0160] 当支承部10b的高度为零或较低时，没有对上部10a有效地施加压力。支承部10b的

高度优选与压电电阻体的上部10a的宽度相同或大于该宽度。

[0161] 如实施例7以及实施例7的变形例1那样，可以使压电体12的分极方向22成为压电

体12包围压电电阻体10的方向或其相反方向(例如，压电体12与压电电阻体10的界面的法

线方向以及其相反方向)。在此情况下，与实施例1的图3(a)至图4(b)同样地进行动作。如实

施例7的变形例2那样，可使压电体12的分极方向22成为载流子的传播方向或其相反方向。

在此情况下，与实施例1的变形例的图5(a)至图5(f)同样地进行动作。另外，金属触点层15

以及17即可以设置也可以不设置。此外，实施例7及其变形例中的晶体管的各个材料可采用

与实施例1相同的材料。衬底25例如可以为硅衬底。在实施例2至5及其变形例的电子电路上

可采用实施例7及其变形例的晶体管。

[0162] 在图7(a)至图11(b)的仿真中，压电电阻体10内的压力分布视为基本上一样。这在

压电电阻体10的沟道长度短的情况或实施例1的变形例以及实施例7的变形例2中成立。将

该仿真设为仿真1。但是，在实施例1以及实施例7及其变形例1中，例如当使沟道长度延长到

某程度以上时，逐步对压电电阻体10施加压力。因此，采用图6(a)的结构，逐步对压电电阻

体10施加压力而进行仿真。将该仿真设为仿真2。各个仿真可通过采用压电电阻体10中的上

部10a的有效截面积来应用于实施例7。

[0163] 图24(a)是示出采用了仿真2的漏极特性的图，图24(b)是示出比较了仿真1与2的

漏极特性的图。lPR＝3nm、LPE＝40nm、hPR＝12nm、HPE＝30nm以及aPR/APE＝0.4。栅极电压VG在

箭头方向上从0V到0.2V是0.02V的步进(step)。如图24(a)所示，当漏极电压VD变高时，漏极

电流ID饱和。

[0164] 如图24(b)所示，在低漏极电压VD中，仿真1与2几乎一致。但是，当漏极电压VD变高

时，在仿真1中，漏极电流ID不饱和。在仿真2中，漏极电流ID饱和。这样，在实施例1以及7中，

具有漏极电流ID饱和的可能性。在实施例1的变形例、实施例7的变形例2以及比较例1这样

的结构中，漏极电流ID不饱和。另外，在实施例6及其变形例中也具有漏极电流ID饱和的可能

性。

[0165] 接着，针对采用实施例7的晶体管作为实施例5的图17(a)以及图17(b)这样的反相

电路91的PET97a以及97b的情况，对传递特性进行了仿真。图25是示出反相电路的传递特性

的图。如图25所示，仿真2与仿真1相比，输出电压Vout相对于输入电压Vin的变化而急剧变

化。

[0166] 采用图25，对环状连接了反相电路91的双稳定电路中的蝶形线进行仿真。图26(a)

以及图26(b)分别是表示仿真1以及2中的双稳定电路的蝶形线的图，是示出相对于节点Q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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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压VQ的节点QB的电压VQB的图。虚线表示进入蝶形线的开口的最大的正方形。该正方形的

一边长度为噪声容限(noise  margin)。如图26(a)所示，在如仿真1那样漏极电流不饱和的

情况下，噪声容限约为55mV。如图26(b)所示，在如仿真2那样漏极电流饱和的情况下，噪声

容限约为77mV。在该仿真的例子中，漏极电流饱和时的噪声容限为漏极电流不饱和时的1.4

倍。

[0167] 如实施例1以及7那样，将压电体12的分极方向设为从压电电阻体10向栅极18的方

向或从栅极18向压电电阻体10的方向。由此，如仿真2那样，能够使漏极电流饱和。由此，如

图26(b)那样，能够增大噪声容限。

[0168] 实施例8

[0169] 图27是实施例8的电子电路的框图。在电子电路中，微型处理器110具有电源管理

单元112、非易失性SRAM阵列114以及电源域116。非易失性SRAM阵列114具有电源开关120。

电源域116具有电源开关120以及非易失性触发器118。电源管理单元112可采用非易失性

SRAM阵列114以及电源域116的电源开关120，断开或降低对非易失性SRAM阵列114以及电源

域116供给的电源。

[0170] 对于非易失性SRAM阵列114可采用在实施例3或4中说明的存储单元。由此，可利用

低电压来驱动非易失性SRAM阵列114。此外，例如在进行电源断开时，也能够进行非易失存

储。可采用在实施例3的变形例中说明的触发器电路作为电源域116内的非易失性触发器

118。由此，可利用低电压来驱动非易失性触发器118。此外，例如在进行电源断开时，也可以

进行非易失存储。作为电源域116内的逻辑电路，可采用在实施例5中说明的逻辑电路。由

此，可进行低电压驱动，还能够比一般的CMOS电路更高速地进行动作。可采用在实施例2中

说明的电源开关作为电源开关120。由此，能够将电源开关120的电压降抑制得较低。根据以

上的内容，能够实现更接近于理想的低电压驱动逻辑系统的非易失性电源门控。

[0171] 以上，虽然详细叙述了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但本发明不限于相关的特定实施例，

在权利要求范围所记载的本发明要旨的范围内，可进行各种变形/变更。

[0172] 标号说明

[0173] 10       压电电阻体

[0174] 10a     上部

[0175] 10b      支承部

[0176] 12       压电体

[0177] 14       源极

[0178] 16       漏极

[0179] 18      栅极

[0180] 22       介电极化方向

[0181] 30、90   PET

[0182] 32      电路

[0183] 80      非易失性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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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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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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