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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一种用于非易失性存储器单元的方法；特别

地，一种自旋轨道转矩MRAM(SOT-MRAM)存储器单

元，其降低切换单独位所需的电流。存储器单元

包含具有第一纵轴的第一互连线、具有长轴的椭

圆形MTJ位(“位”)以及第二互连线，其中该第二

互连线具有垂直于第一互连线的第二纵轴。位包

含极化自由层、势垒层以及极化参考层，该极化

参考层具有钉扎为与长轴不同的角度的磁矩。通

过将长轴设置为相对于所描述的第一纵轴和第

二纵轴和参考层成角度，并且向互连线施加电

压，可以在自由层与自旋电流或拉什巴场之间引

起非零平衡角度，导致更加连贯的切换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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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存储器单元，包括：

第一互连线，所述第一互连线具有第一纵轴；

第二互连线，所述第二互连线具有第二纵轴，所述第二纵轴设置为垂直于所述第一互

连线；以及

椭圆形位，所述椭圆形位具有设置在所述第一互连线与所述第二互连线之间的结

(junction)之内的长轴，其中所述长轴设置为相对于所述第一纵轴和所述第二纵轴成角

度，并且其中所述椭圆形位包括，

自由层，所述自由层具有沿着所述椭圆形位的长轴的一个或两个方向的磁矩；

参考层，所述参考层具有设置为与所述长轴不同的角度的磁矩；以及

势垒层，所述势垒层设置在所述自由层与所述参考层之间。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势垒层包括氧化物，所述氧化物选自由以

下组成的组：镁氧化物、铪氧化物或铝氧化物。

3.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椭圆形位为基于自旋霍尔效应的磁致电

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

4.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椭圆形位为基于拉什巴效应(Rashba-

effect)的磁致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

5.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自由层耦接到所述第一互连线。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第一互连线是选自由以下的组成的组的

材料：铂、钽、钨、铪、铱、铜铋、铜铱或金钨，并且其中所述第一互连线具有4nm-20nm的厚度。

7.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第一互连线是选自由以下的组成的组的

材料：铜或铝，并且其中所述第一互连线具有20nm-100nm的厚度。

8.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参考层耦接到所述第一互连线。

9.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长轴设置为与所述第一纵轴成5度与60度

之间的角度。

10.一种存储器单元，包括：

第一互连线，所述第一互连线具有第一纵轴；

椭圆形位，所述椭圆形位形成在所述第一互连线和第二互连线之间的垂直的交叉区之

内，其中所述椭圆形位具有长轴，所述长轴设置为相对于所述第一纵轴成角度，并且其中所

述椭圆形位包括：

参考层，所述参考层具有固定的磁矩；

自由层，所述自由层具有磁矩，所述磁矩配置为设置到沿着所述长轴的第一定向和第

二定向中的一个，所述第一定向大体上平行于所述固定的磁矩，并且所述第二定向大体上

反平行于所述固定的磁矩；以及

势垒层，所述势垒层设置在所述自由层与所述参考层之间；以及

单独的接触，所述单独的接触设置为垂直于所述互连线。

11.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椭圆形位还包括盖层。

12.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椭圆形位还包括钉扎层。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钉扎层为反铁磁体(AFM)。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钉扎层包括铱锰、铂锰、镍锰、镍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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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铁锰。

15.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参考层是合成反铁磁体结构的一部分。

16.如权利要求15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合成反铁磁体结构包括相邻于所述势

垒层的第一铁磁体层、第二铁磁体层以及设置在所述第一铁磁体层与所述第二铁磁体层之

间的钌层，并且其中所述参考层为所述第一铁磁体层。

17.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自由层耦接到所述第一互连线。

18.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自由层耦接到单独的接触。

19.如权利要求18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单独的接触是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的

材料：铂、钽、钨、铪、铱、铜铋、铜铱或金钨，并且其中所述单独的接触具有4nm–20nm的厚度。

20.如权利要求10所述的存储器单元，其中所述长轴设置为与所述第一纵轴成5度与60

度之间的角度。

21.一种存储器阵列，包括：

第一互连线，所述第一互连线具有第一纵轴；

第二互连线，所述第二互连线具有垂直于所述第一互连线的第二纵轴；

第三互连线，所述第三互连线具有平行于所述第一互连线的第三纵轴；

第一椭圆形位，所述第一椭圆形位具有设置在所述第一互连线与所述第二互连线之间

的结之内的第一长轴，其中所述第一长轴设置为相对于所述第一纵轴成角度，并且其中所

述第一椭圆形位包括，

第一参考层，所述第一参考层具有第一参考磁矩，所述第一参考磁矩设置为与所述第

一长轴不同的角度；

第一自由层，所述第一自由层具有沿着所述第一长轴的第一自由磁矩，所述第一自由

磁矩配置为大体上平行于第一参考磁矩和大体上反平行于所述第一参考磁矩中的一个；以

及

第一势垒层，所述第一势垒层设置在所述第一自由层与所述第一参考层之间；以及

第二椭圆形位，所述第二椭圆形位具有设置在所述第二互连线与所述第三互连线之间

的结之内的第二长轴，其中所述第二长轴设置为相对于所述第三纵轴成角度，并且其中所

述第二椭圆形位包括，

第二参考层，所述第二参考层具有第二参考磁矩，所述第二参考磁矩设置为与所述第

二长轴不同的角度；

第二自由层，所述第二自由层具有沿着所述第二长轴的第二自由磁矩，所述第二自由

磁矩配置为大体上平行于第二参考磁矩和大体上反平行于所述第二参考磁矩中的一个；以

及

第二势垒层，所述第二势垒层设置在所述第二自由层与所述第二参考层之间。

22.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存储器阵列，其中所述存储器阵列为基于自旋霍尔效应的磁

致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

23.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存储器阵列，其中所述存储器阵列为基于拉什巴效应的磁致

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阵列。

24.如权利要求21所述的存储器阵列，其中所述第一自由层耦接到所述第一互连线。

25.如权利要求24所述的存储器阵列，其中所述第一互连线是选自由以下组成的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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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铂、钽、钨、铪、铱、铜铋、铜铱或金钨，并且其中所述第一互连线具有4nm-20nm的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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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改善的切换效率的自旋轨道转矩位设计

技术领域

[0001] 本公开的实施例总体上涉及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更特别地，涉及一种具有改善

的自旋转矩效率的磁致电阻式随机存取存储器(MRAM)。

背景技术

[0002] 计算机的核心为磁记录装置，其典型地可以包含旋转磁性介质或固态介质装置。

现今存在若干不同的存储器技术，用于储存计算系统中使用的信息。这些不同的存储器技

术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主要类别：易失性存储器和非易失性存储器。易失性存储器可以总

体上指代需要电源来保有存储的数据的计算机存储器。另一方面，非易失性存储器可以总

体上指代不需电源来保有存储的数据的计算机存储器。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示例可以包含只

读存储器(ROM)、磁致电阻式RAM(MRAM)以及闪存存储器——比如NOR和NAND闪存，等等。

[0003] 近来，MRAM作为下一代非易失性存储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MRAM提供快速

访问时间、几乎无限的读/写耐久性、辐射硬度以及高存储密度。与传统的RAM芯片技术不

同，MRAM数据不存储为电荷，而是使用磁矩存储数据位。MRAM装置可以含有由两个磁性极化

层形成的存储器单元件，每个磁性极化层可以保持磁性极化场，该磁性极化层由薄绝缘层

隔开的，其一同形成磁隧道结(MTJ)位。薄绝缘层可以是势垒层。MTJ存储器位可设计为MTJ

位结构相对于膜表面的平面内或垂直磁化。两个磁性层中的一个是设置为特定极性的永磁

体(即，具有固定的磁化)；另一层的极化将在比如强磁场或自旋极化电流的外部写入机制

的影响下改变(即，具有自由磁化)。因此，单元具有两个稳定状态，其允许单元充当非易失

性存储器单元。

[0004] 采用MTJ存储器位的一种类型的MRAM为自旋扭矩转换MRAM(STT-MRAM)，其中使用

自旋极化电流来写入位状态。然而，典型地，切换单元的状态需要大量的写入电流。随着时

间推移，由于电流的量，势垒层可能被击穿，使得MTJ无法运行。此外，在STT-MRAM装置中，可

能难以在不干扰相邻的MTJ位的情况下隔离单个MTJ位以用于写入，并且为了选择单独的

MTJ位，可能需要大的晶体管。

[0005] 因此，本领域需要改善的MRAM装置，其能够在不干扰相邻的MTJ位的情况下选择单

独MTJ位，并且还能够增强写入电流的效率，以避免势垒层的击穿。

发明内容

[0006]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装置，并且特别地，涉及一种自旋轨道转

矩MRAM(SOT-MRAM)存储器单元，其提供切换单独的位所需的电流的量的减少以及切换可靠

性的增强。SOT-MRAM存储器单元包含第一互连线、椭圆形MTJ位以及第二互连线，该第一互

连线具有第一纵轴，该椭圆形MTJ位具有长轴，并且该第二互连线具有第二纵轴，第二纵轴

定向为垂直于第一互连线。椭圆形MTJ位的长轴设置为相对于第一纵轴和第二纵轴成角度。

MTJ位包含磁性极化自由层、用于解耦磁性层的势垒层以及具有磁矩的磁性极化参考层，该

磁矩钉扎在与MTJ位的长轴不同的角度处。通过选择将MTJ位的长轴定向为相对于第一纵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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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第二纵轴成角度，并且将MTJ参考层矩定向为与MTJ位的长轴不同的角度，可以在自由层

矩与通过施加在MTJ位上的电压与沿互连线的电压的某些组合引起的自旋电流/拉什巴场

(Rashba  field)之间引起非零平衡角度，导致更加连贯的切换动力学以及缩短的逆转潜伏

时间。

[0007] 在一个实施例中，存储器单元包含第一互连线、第二互连线以及椭圆形位，其中该

第一互连线具有第一纵轴，该第二互连线具有设置为垂直于第一互连线的第二纵轴，该椭

圆形位具有长轴。椭圆形位设置在第一互连线与第二互连线之间，并且其中长轴设置为相

对于第一纵轴和第二纵轴成角度。椭圆形位包含自由层、参考层以及势垒层，该参考层具有

磁矩，磁矩设置为与长轴不同的角度，并且该势垒层设置在自由层与参考层之间。

[0008] 在另一实施例中，存储器单元包含互连线、单独的接触以及椭圆形位，其中该互连

线具有第一纵轴，单独的接触设置为垂直于互连线，椭圆形位耦接到互连线，椭圆形位具有

长轴，长轴设置为相对于第一纵轴成角度，并且其中椭圆形位包含，自由层、参考层以及势

垒层，该参考层具有设置为与长轴不同角度的磁矩，并且该势垒层设置在自由层与参考层

之间。

[0009] 在另一实施例中，存储器阵列包含第一互连线、第二互联线、第三互连线、第一椭

圆形位以及第二椭圆形位，该第一互连线具有第一纵轴，该第二互连线具有垂直于第一互

连线的第二纵轴，该第三互连线具有平行于第一互连线的第三纵轴，该第一椭圆形位具有

第一长轴，并且该第二椭圆形位具有第二长轴。第一椭圆形位设置在第一互连线与第二互

连线之间，并且第一长轴设置为相对于第一纵轴和第二纵轴成角度。第一椭圆形位包含第

一自由层、第一参考层以及第一势垒层，该第一参考层具有第一磁矩，第一磁矩设置为与第

一长轴不同的角度，并且该第一势垒层设置在第一自由层与第一参考层之间。第二椭圆形

位设置在第二互连线与第三互连线之间，并且第二长轴设置为相对于第二纵轴和第三纵轴

成角度。第二椭圆形位包含第二自由层、第二参考层以及第二势垒层，该第二参考层具有第

二磁矩，第二磁矩设置为与第二长轴不同的角度，并且该第二势垒层设置在第二自由层与

第二参考层之间。

附图说明

[0010] 为了能够更详细地理解本公开所列举的特征，可以参考实施例对上面简要概括的

本公开进行更特定的说明，一些实施例在附图中图示。然而，应当理解，附图仅图示本公开

的典型实施例，并且因此不应认为限制其范围，因为本公开可以认可其它同等有效的实施

例。

[0011] 图1A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图。

[0012] 图1B为图1A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俯视平面图。

[0013] 图1C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自由层和参考层的示意图。

[0014] 图1D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存储器位的示意侧视图。

[0015] 图1E为根据另一实施例的存储器位的示意侧视图。

[0016] 图1F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侧视图。

[0017] 图1G为根据另一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侧视图。

[0018] 图1H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状态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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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图1I为根据另一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状态的示意图。

[0020] 图2A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存储器阵列的原理图。

[0021] 图2B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阵列的示意立体图。

[0022] 图3A为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平面图。

[0023] 图3B为图3A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参考层和自由层的示意图。

[0024] 图3C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侧视图。

[0025] 图3D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侧视图。

[0026] 图3E为根据另一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阵列的示意图。

[0027] 为了便于理解，尽可能使用了相同附图标记来指代附图中的相同元件。应当预期，

可以在没有具体列举的情况下将在一个实施例中公开的元件有利地用于其它实施例。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下面，参考了本公开的实施例。然而，应当理解，本公开不限于具体描述的实施例。

反之，下面的特征和元件的任意组合，无论是否涉及不同的实施例，应预期实现和实施本公

开。此外，尽管本公开的实施例相比于其它可能的方案和/或现有技术可能实现优点，特定

的优点是否由给定的实施例实现并不限制本公开。因此，下面的方面、特征、实施例以及优

点仅为阐述性，而不应认为是所附权利要求的元件或限制，除非在(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

中明确列举。相似地，对“本公开”的引用不应理解为本文公开的任何发明主题的概括，并且

不应认为是所附权利要求的元件或限制，除非在(一项或多项)权利要求中明确列举。

[0029] 本公开总体上涉及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装置，并且特别地，涉及一种自旋轨道转

矩MRAM(SOT-MRAM)存储器单元，其提供切换单独的位所需的电流的量的减少以及切换可靠

性的增强。SOT-MRAM存储器单元包含的第一互连线、椭圆形MTJ位以及第二互连线，该第一

互连线具有第一纵轴，该椭圆形MTJ位具有长轴，该第二互连线具有第二纵轴，该第二纵轴

定向为垂直于第一互连线。椭圆形MTJ位的长轴设置为相对于第一纵轴和第二纵轴成角度。

MTJ位包含磁性极化自由层、势垒层以及磁性极化参考层，该势垒层用于解耦磁性层的势垒

层，该磁性极化参考层具有磁矩，该磁矩钉扎为与MTJ位的长轴不同的角度。通过选择将MTJ

位的长轴定向为相对于第一纵轴和第二纵轴成角度，并且将MTJ参考层矩定向为与MTJ位的

长轴不同的角度，可以在自由层矩与通过施加在MTJ位上的电压与沿互连线的电压的某些

组合引起的自旋电流/的拉什巴场之间引起非零平衡角度，导致更加连贯的切换动力学，以

及缩短的逆转潜伏时间。

[0030] 图1A为根据一个实施例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的示意图。存储器单元100可以为

基于自旋霍尔效应的MRAM(SHE-MRAM)或拉什巴效应的MRAM。存储器单元100具有第一互连

线105、第二互连线110以及椭圆形位115，第一互连线105具有第一纵轴105a，第二互连线

110具有垂直于第一互连线105的第二纵轴110a，并且椭圆形位115具有设置为相对于第一

纵轴105a和第二纵轴110a成角度的长轴115a。磁隧道结存储器单元元件或椭圆形位115包

括自由层120，其具有自由磁化；参考层125，其具有固定的或钉扎的磁矩125a；以及势垒层

130，其用来解耦设置在自由层120与参考层125之间的磁性层。参考层125的磁矩125a设置

为与长轴115a不同的角度。应当理解，自由层120与各自的互连线105、110之间以及参考层

125与各自的互连线105、110之间可以存在附加的层。例如，可以存在反铁磁性层、合成反铁

说　明　书 3/7 页

7

CN 106910820 B

7



磁性结构或盖层。

[0031] 椭圆形位115为椭圆柱形，其具有高度、长径以及短径，其中长径大于短径。椭圆形

位115的长径等同于长轴115a。在一个实施例中，长轴115a与第一互连线105和第二互连线

110两者的宽度相同。在一个实施例中，椭圆形位115的长轴115a定向为与第二纵轴110a成

5-60度。在一个实施例中，椭圆形位115的长轴115a定向为与第一纵轴105a成30度与85度之

间。在一个实施例中，可以将位定向为使得自由层120以与第二纵轴110a成5度与60度之间

的角度与第二互连110接触。在另一实施例中，可以将位定向为使得自由层120以与第一纵

轴105a成5度与60度之间的角度与第一互连105接触。在一个实施例中，长轴115a设置为与

第一纵轴105a成5度与60度之间的角度。

[0032] 将椭圆形位115图案化，以赋予椭圆形位115沿着长轴115a的单轴各向异性，确保

自由层120仅指向沿着长轴115a的一个或两个方向。作为图案化的形状的结果，单轴各向异

性能量阱自然地形成创建势垒，以防止自由层120自发切换，确保保留。单轴各向异性能由

公式1/2MsHkV确定，其中Ms为饱和磁化，Hk为各向异性场，并且V为体积。通过使自旋极化电

流穿过自由层120产生写入。自旋极化电流在自由层120上施加转矩，允许自由层120克服各

向异性能垒并切换定向。通过使电流穿过耦接到自由层的互连105产生的自旋霍尔效应和/

或拉什巴效应可以有助于增强包含椭圆形位115的单独位的可写入性。可以选择拉什巴效

应、仅自旋霍尔效应或拉什巴效应和自旋霍尔效应两者的组合，以增强单独位的可写入性。

可以在不干扰相邻的存储器单元的情况下，写入到单独存储器单元上。此外，可以抑制相邻

的存储器单元中的拉什巴和/或自旋霍尔效应，以确保仅写入选择的存储器单元，反之则已

知为半选择方案。应当理解，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即自旋霍尔效应和/或拉什巴效应可

以为主要的写入机制，其中流过MTJ位的自旋极化电流帮助增强写入性，并且确保适当的位

选择。

[0033] 图1B为图1A的SOT-MRAM存储器单元100的示意俯视平面图，其示出椭圆形位115设

置为相对于第一互连线105和第二互连线110成某个角度。在其它系统中，参考层125的钉扎

被实现为平行于椭圆形位115的长轴115a，使得与自由层120相互作用的电流的自旋极化与

磁化共线。由于切换自由层120所需的自旋转矩的强度正比于自由层矩与参考层矩之间的

角度的正弦，自由层120和参考层125的共线定向，其中层之间的角度为0度或180度，导致该

正弦为零，并且从而使得该自旋转矩为零。因此，切换需要磁矩的热扰动，以在层之间引起

小的错位，使得随着电流开始流过自由层120，自由层120开始以增益振幅振荡，直到振荡大

到足以克服各向异性能量势垒，允许自由层120切换定向。由于这些热扰动为随机过程，用

于单独的位以及整个位阵列的开始进动所需的起始时间(已知为潜伏时间)可能从一次写

入尝试到下次写入尝试变化，并且从而总切换时间也是如此。

[0034] 如图1C所示，通过将参考层125的磁矩125a钉扎为与长轴115a不同的角度，将自旋

转矩施加在自由层120上的初始状态开始于大于零的量，其消除潜伏时间并且极大地增强

切换效率和连贯性。在一个实施例中，参考层125的磁矩125a设置为与椭圆形位115的长轴

115a成5度-60度。

[0035] 可以通过使用反铁磁性层来简单钉扎参考层125，该反铁磁性层比如铱锰(IrMn)、

铂锰(PtMn)、镍锰(NiMn)、镍氧化物(NiO)或铁锰(FeMn)。在一个实施例中，椭圆形位115可

以使用合成反铁磁体(SAF)固定层，其具有通过非磁性层耦合的两个磁性层。在某些实施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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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固定铁磁体层可以为单个铁磁体，其包括镍(Ni)、铁(Fe)、钴(Co)或合金，其中该合金包

括镍(Ni)、铁(Fe)、钴(Co)连同硼(B)、锗(Ge)、铂(Pt)和/或锰(Mn)的组合，或钴和铂的超晶

格、钴和钯(Pd)的超晶格、钴和镍的超晶格和/或其组合及其混合物。在某些实施例中，非磁

性层包括钌(Ru)。在某些实施例中，SAF包括第一铁磁体层、第二铁磁体层以及设置在第一

铁磁体层与第二铁磁体层之间的钌(Ru)层。

[0036] 在某些实施例中，椭圆形位115可以包含底部籽底层、钉扎层和/或盖层。图1D示出

了椭圆形位115的一个示例的侧视图。椭圆形位115包含反铁磁性层135、参考层125、势垒层

130以及自由层120。椭圆形位115设置在第一互连线105与第二互连线110之间(未示出)。反

铁磁性层135耦接到参考层125，并且可以耦接到第一互连线105或者第二互连线110。势垒

层130设置在参考层125与自由层120之间。

[0037] 图1E示出了椭圆形位115的另一示例的侧视图。椭圆形位115包含合成反铁磁性层

145、势垒层130以及自由层120。合成反铁磁性层145包含参考层125。在某些实施例中，SAF

包括第一铁磁体层、第二铁磁体层以及设置在第一铁磁体层与第二铁磁体层之间的钌(Ru)

层。与势垒层130相邻的铁磁体层为参考层125。椭圆形位115设置在第一互连线105与第二

互连线110之间(未示出)。合成反铁磁性层145可以耦接到第一互连线105或者第二互连线

110。势垒层130设置在参考层125与自由层120之间。

[0038] 图1F示出了SOT-MRAM存储器单元100的一个实施例的侧视图。椭圆形位115包含自

由层120和参考层125，自由层120耦接到第一互连线105，并且参考层125直接设置在第二互

连线110上。自由层120和参考层125可以包括镍(Ni)、铁(Fe)、铜(Co)，或合金，其中该合金

为镍(Ni)、铁(Fe)、钴(Co)连同硼(B)、锗(Ge)和/或锰(Mn)的组合。自由层120可以具有大约

1nm–6nm的厚度，并且参考层125可以具有大约1nm–6nm的厚度。势垒层130设置在自由层120

与参考层125之间。势垒层130可以包括氧化物，比如镁氧化物(MgO)、铪氧化物(HfO)，或铝

氧化物(AlOx)，并且可以具有大约0.7nm–3nm的厚度。耦接到自由层的互连线(图1F中的第

一互连105)可以包括具有强自旋轨道耦合的材料，比如铂(Pt)、钽(Ta)、钨(W)、铪(Hf)、铱

(Ir)、铜铋(CuBi)、铜铱(CuIr)或金钨(AuW)，其具有大约4nm–20nm的厚度，以便于产生自旋

霍尔和/或拉什巴效应，并且耦接到参考层125的第二互连线110可以包括铜或铝，并且可以

具有大约20nm–100nm的厚度。

[0039] 图1G图示了SOT-MRAM存储器单元100的另一实施例，其中椭圆形位115包含参考层

125和自由层120，其中该参考层125耦接到第一互连线105，并且自由层120直接设置在第二

互连线110上。第一互连线105和第二互连线110可以为用于读取操作的字线和位线。第一互

连线105和第二互连线110可以为用于写入操作的字线和位线。势垒层130设置在自由层120

与参考层125之间。

[0040] 椭圆形位115可以处于代表1或0的状态中，其中自由层矩120的组件分别大体上反

平行或平行于参考层矩125a。位115的电阻取决于自由层120和参考层125的磁矩的相对定

向，参考层125与势垒层130交界。当自由层120的磁矩与参考矩125a处于大体上平行的配置

时(如图1H所示)，椭圆形位115处于代表0的状态。当自由层矩120的组件与参考矩125a处于

大体上反平行的配置时(如图1I所示)，椭圆形位115处于代表1的状态。

[0041] 图2A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存储器阵列240。存储器阵列240包括多个底部互连

线、多个顶部互连线以及多个椭圆形位，其中该多个顶部互连线设置为垂直于底部互连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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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该多个椭圆形位设置在多个底部互连线与多个顶部互连线之间。根据一个示例，在图

2B中，存储器阵列240包含第一互连线205、第二互连线210、第三互连线220、第一椭圆形位

215以及第二椭圆形位225，其中该第二互连线210设置为垂直于第一互连线205，该第三互

连线220设置为平行于第一互连线205，该第一椭圆形位215具有第一长轴，并且该第二椭圆

形位225具有第二长轴。尽管未示出，应当可以理解，第一椭圆形位215具有与椭圆形位115

相似的设置。第一椭圆形位215设置在第一互连线205与第二互连线210之间。第一椭圆形位

215包含第一自由层、第一参考层以及第一势垒层，其中该第一参考层具有设置为与第一长

轴不同角度的第一磁矩，并且该第一势垒层设置在第一自由层与第一参考层之间。第二椭

圆形位225设置在第二互连线210与第三互连线220之间。第二椭圆形位225包含第二自由

层、第二参考层以及第二势垒层，其中该第二参考层具有设置为与第二长轴不同角度的第

二磁矩，并且该第二势垒层设置在第二自由层与第二参考层之间。第二椭圆形位225的第二

长轴可以平行于第一椭圆形位215的第一长轴。存在可能的替代方案，其中第二椭圆形位

225的第二长轴与第一椭圆形位225的第一长轴的角度成不同的角度。可以想象，存储器阵

列240可以含有多个椭圆形位，其中存储器阵列240中的每个单独位的长轴设置为相对于阵

列中其余的椭圆形位的长轴成不同的角度。

[0042] 图3A图示了SOT-MRAM存储器单元300的另一实施例，其中存储器单元300包括互连

线305、椭圆形位315以及单独的接触310，其中该互连线305具有第一纵轴305a，该椭圆形位

315具有耦接到互连线305的长轴315a，并且该单独的接触310设置为垂直于互连线305。应

当可以理解，单独的接触310可以采用选择晶体管、非选择晶体管或两种的组合。椭圆形位

315可以设置在互连线305与单独的接触310之间。长轴315a设置为相对于第一纵轴305a成

角度。单独的接触310可以具有第二纵轴(未示出)。在另一实施例中，长轴315a设置为相对

于第一纵轴305a和第二纵轴成角度。

[0043] 可以理解，采用钉扎参考层125相同的技术来进行参考层325的钉扎。如图3B所示，

参考层325的磁矩325a钉扎为与自由层320不同的角度。

[0044] 图3C图示了SOT-MRAM存储器单元300的一个实施例的侧视图。椭圆形位315包含自

由层320和参考层325，其中该自由层320耦接到互连线305，并且该参考层325直接设置在单

独的接触310上。自由层320和参考层325可以包括镍(Ni)，铁(Fe)，铜(Co)或合金，其中该合

金为镍(Ni)、铁(Fe)、铜(Co)连同硼(B)、锗(Ge)和/或锰(Mn)的组合。自由层320可以具有大

约1nm–6nm的厚度，并且参考层325可以具有大于1nm–6nm的厚度。势垒层330设置在自由层

320与参考层325之间。势垒层330可以包括氧化物，比如镁氧化物(MgO)、铪氧化物(HfO)或

铝氧化物(AlOx)，并且可以具有大约0.7nm–3nm的厚度。第一互连线305可以包括具有强自

旋轨道耦合的材料，比如铂(Pt)、钽(Ta)、钨(W)、铪(Hf)、铱(Ir)、铜铋(CuBi)、铜铱(CuIr)

或金钨，其具有大约4nm–20nm的厚度，以便于产生自旋霍尔和/或拉什巴效应。

[0045] 图3D图示了SOT-MRAM存储器装置300的另一实施例，其中椭圆形位315包含参考层

325和自由层320，参考层325耦接到互连线305，并且自由层320直接设置在单独的接触310

上。耦接到自由层320的单独的接触310可以包括具有强自旋轨道耦合的材料，比如铂(Pt)、

钽(Ta)、钨(W)、铪(Hf)、铱(Ir)、铜铋(CuBi)、铜铱(CuIr)或金钨，其具有大约4nm–20nm的厚

度，以便于产生自旋霍尔和/或拉什巴效应，并且耦接到参考层325的第二互连线305可以包

括铜或铝，并且可以具有大约20nm–100nm的厚度。势垒层330设置在自由层320与参考层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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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单独的接触310可以耦接到两个选择晶体管335、345，两个选择晶体管335、345设置在

位315的相反侧上。互连线305可以与位的一个或多个行接触。单独的接触310可以与单个位

接触。如此，本公开可以包含具有独立的接触的单元的阵列，如图3E所示。应当理解，椭圆形

位315可以包含椭圆形位115的各种实施例。以举例方式，椭圆形位315可以包含下面的一个

或多个：盖层、底层和/或钉扎层。

[0046] 图3E图示了根据一个实施例的存储器阵列340。存储器阵列340包括多个互连线、

多个独立的接触，以及多个椭圆形位，其中该多个独立的接触设置为垂直于多个互连线，并

且该多个椭圆形位耦接到多个互连线和多个单独的接触。根据一个示例，存储器阵列340包

含互连线305、单独的接触310以及椭圆形位315，其中该单独的接触310设置为垂直于第一

互连线305，并且该椭圆形位315具有长轴315a。已将互连线305部分地移除，以示出单独的

接触310。椭圆形位315包含自由层、参考层以及势垒层，其中该参考层具有设置为与长轴不

同角度的磁矩，并且该势垒层设置在自由层与参考层之间。应当理解，椭圆形位315可以相

似于如图1D和图1E中所描述的椭圆形位115。可以想象，存储器阵列340可以含有多个椭圆

形位，其中存储器阵列340中的每个单独位的长轴设置为相对于阵列中其余的椭圆形位的

长轴成不同的角度。

[0047] 因此，通过将位图案化，以赋予其单轴各向异性，确保自由层将仅指向两个方向中

的一个，将椭圆形位设置为相对于第一互连第二互联成角度，并且将参考层的磁矩设置为

与长轴不同的角度，可以增强自由层的切换，在不干扰相邻的存储器单元的情况下，允许更

快并更加连贯的选择存储器单元写入和读取时间。

[0048] 尽管前述内容针对本公开的实施例，可以在不背离本公开的基本范围的情况下，

构思其它的和进一步的本公开的实施例，并且本公开的范围由所附的权利要求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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