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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发明名称

一种控制体电位的MRAM芯片

(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体电位的MRAM芯片，

包括外部电路和由若干个存储单元组成的存储

单元阵列，存储单元阵列通过字线和位线与外部

电路连接，每个存储单元由磁性隧道结和NMOS管

组成，部分或者全部存储单元被隔离结构分隔且

被分隔区域中的NMOS管的体电位能够被独立控

制。隔离结构由N阱和深N阱形成。本发明的有益

效果：(1)在栅极超压时，体电位的提高保持了更

低的VGb，降低了NMOS的压力，延长了NMOS管和

MRAM芯片的使用寿命；(2)由于降低了Vsb，可以

基本消除体效应，增大NMOS管电流。也就是说可

以使用面积更小的NMOS管实现同样的功能，降低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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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MRAM芯片，包括外部电路和由若干个存储单元组成的存储单元阵列，所述存储

单元阵列通过字线和位线与所述外部电路连接，每个所述存储单元由磁性隧道结和NMOS管

组成，其特征在于，部分或者全部所述存储单元被隔离结构分隔且被分隔区域中的所述

NMOS管的体电位能够被独立控制，其中：

所述外部电路包括体电位控制器、读写控制器，所述体电位控制器用于控制所述体电

位，所述体电位的调节是动态的，所述体电位控制器连接所述读写控制器并接受读写控制

信号，当所述MRAM芯片进行读操作时使用普通模式：体电位置零，关闭的字线电位置零，打

开的字线电位置于VDD，当所述MRAM芯片进行写操作时，打开的字线电位由VDD提高Δ，同时

体电位提高Δ1，且Δ1小于或者等于Δ。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MRAM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隔离结构由N阱和深N阱组合

形成。

3.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MRAM芯片，其特征在于，所述外部电路还包括：行地址解

码器、列地址解码器、输入输出控制器。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MRAM芯片，其特征在于，当所述MRAM芯片进行写操作时，

在不利方向上位线电位置零，源极线电位设为能完成写操作所需要的电压；在有利方向上

源极线电位从零电位适度提高Δ2，且Δ2小于或者等于Δ1。

5.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MRAM芯片，其特征在于，Δ1的取值范围是0.3～0.6V。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MRAM芯片，当MRAM芯片进行写操作时，在不利方向上位线

电压VBL置零，源极线电压VSL设为能完成写操作所需要的电压VW2；在有利方向上源极线电压

VSL从零电位上适度提高Δ2，Δ2小于或者等于Δ1，为了减少漏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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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控制体电位的MRAM芯片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涉及一种磁性随机存储器(MRAM，Magnetic  Radom  Access  Memory)芯片，

具体涉及一种控制体电位的MRAM芯片，属于半导体芯片技术领域，其最重要的应用在于对

内容寻址有需求的大数据处理、固态硬盘等场合。

背景技术

[0002] MRAM是一种新的内存和存储技术，可以像SRAM/DRAM一样快速随机读写，还可以像

Flash闪存一样在断电后永久保留数据。

[0003] MRAM的原理，是基于一个叫做MTJ(磁性隧道结)的结构。它是由两层铁磁性材料夹

着一层非常薄的非铁磁绝缘材料组成的，如图1和图2所示。下面的一层铁磁材料是具有固

定磁化方向的参考层13，上面的铁磁材料是可变磁化方向的记忆层11，记忆层11的磁化方

向可以和参考层13相平行或反平行。由于量子物理的效应，电流可以穿过中间的隧道势垒

层12，但是MTJ的电阻和可变磁化层的磁化方向有关。记忆层11和参考层13的磁化方向相平

行时电阻低，如图1；反平行时电阻高，如图2。读取MRAM的过程就是对MTJ的电阻进行测量。

使用比较新的STT-MRAM技术，写MRAM也比较简单：使用比读更强的电流穿过MTJ进行写操

作。一个自下而上的电流把可变磁化层置成与固定层反平行的方向。自上而下的电流把它

置成平行的方向。

[0004] 不像DRAM以及Flash那样与标准CMOS半导体工艺不兼容，MRAM可以和逻辑电路集

成到一个芯片中。每个MRAM的存储单元由一个MTJ和一个NMOS选择管组成。每个存储单元需

要连接三根线：NMOS管的栅极连接到芯片的字线(Word  Line)32，负责接通或切断这个单

元；NMOS管的一极连在源极线(Source  Line)33上，NMOS管的另一极和MTJ  34的一极相连，

MTJ  34的另一极连在位线(Bit  Line)31上，如图3所示。

[0005] MRAM的写电路设计，由于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方向通电，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当位线

31电位高时，NMOS选择管连接源极线33的一端是源极，此时NMOS管处于正常的工作模式下，

这是有利方向。当源极线33电位高时，NMOS选择管连接源极线33的一端实际上不是源极，连

接位线31的一端才是源极。MOS管的饱和电流对Vgs十分敏感。此时因为MTJ  34上有压降，Vgs

大幅度减小，MOS管往往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电流完成写操作，这是不利方向。

[0006] 为了克服上述困难，厂家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提高栅极电压，以抵消在不利方向上

Vgs的损失。带来的问题有两个：

[0007] (1)每一个工艺节点，对于NMOS管上栅极电压Vg都有最高限制，这个限制就是VDD。

对于现代纳米级的工艺，VDD在1.2～1.0V左右。NMOS管通常就在VDD下工作。提高Vg超越VDD，

虽然不会很快造成损坏，但会影响它的寿命。

[0008] (2)即使提高了Vg，电流仍然会有所损失。这是所谓的体效应(body  effect)，当Vsb

提高，NMOS管的饱和电流会有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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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内容

[0009] 为了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体电位的MRAM芯片，包括外部电

路和由若干个存储单元组成的存储单元阵列，存储单元阵列通过字线和位线与外部电路连

接，每个存储单元由磁性隧道结和NMOS管组成，部分或者全部存储单元被隔离结构分隔且

被分隔区域中的NMOS管的体电位能够被独立控制。

[0010] 进一步地，隔离结构由N阱和深N阱组合形成。

[0011] 进一步地，外部电路包括用于控制体电位的体电位控制器。外部电路还包括：行地

址解码器、列地址解码器、读写控制器、输入输出控制器。

[0012] 进一步地，体电位的调节是动态的，体电位控制器连接读写控制器并接受读写控

制信号。

[0013] 进一步地，当MRAM芯片进行读操作时使用普通模式：体电位置零，关闭的字线电位

置零，打开的字线电位置于VDD。

[0014] 进一步地，当MRAM芯片进行写操作时，打开的字线电位由VDD提高Δ，同时体电位提

高Δ1，且Δ1小于或者等于Δ。当MRAM芯片进行写操作时，在不利方向上位线电位置零，源极

线电位设为能完成写操作所需要的电压；在有利方向上源极线电位从零电位适度提高Δ2，

且Δ2小于或者等于Δ1。

[0015] 进一步地，Δ1的取值范围是0.3～0.6V。

[0016] 本发明的有益效果：(1)在栅极超压时，体电位的提高保持了更低的VGb，降低了

NMOS的压力，延长了NMOS管和MRAM芯片的使用寿命；(2)由于降低了Vsb，可以基本消除体效

应，增大NMOS管电流。也就是说可以使用面积更小的NMOS管实现同样的功能，降低成本。

附图说明

[0017] 图1是磁性隧道结处于低电阻态时，记忆层与参考层磁性平行的示意图；

[0018] 图2是磁性隧道结处于高电阻态时，记忆层与参考层磁性反平行的示意图；

[0019] 图3是存储单元由一个磁性隧道结和一个NMOS管组成的结构示意图；

[0020] 图4是标准工艺的NMOS管的结构示意图；

[0021] 图5是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的存储单元的结构示意图；

[0022] 图6是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的MRAM芯片的工作流程示意图；

[0023] 图7是本发明一个较佳实施例中的控制体电位的MRAM的电路示意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4] 为使本发明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附图对本发明

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需说明的是，本发明附图均采用简化的形式且均使用非精

准的比例，仅用以方便、明晰地辅助说明本发明实施例的目的。

[0025]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控制体电位的MRAM芯片，如图6所示，包括外部电路和由若干个

存储单元组成的存储单元阵列，存储单元阵列通过字线和位线与外部电路连接，每个存储

单元由磁性隧道结和NMOS管组成，部分或者全部存储单元被隔离结构分隔且被分隔区域中

的NMOS管的体电位能够被独立控制。

[0026] NMOS管由标准半导体工艺制得，NMOS管的源极和漏极是通过在p型衬底上做N+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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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再制作连接点得到的，而栅极则是在p型衬底上蚀刻一层绝缘的氧化物(通常是二氧化

硅)，再覆盖多晶硅或金属连接线得到的。如图4所示，NMOS管有栅极41、源极42、漏极43，另

外还有氧化层44、N+掺杂区45，还有p型衬底46。p型衬底46也即体。t表示氧化层44的厚度，L

表示栅极41的宽度。

[0027] 本实施例中，隔离结构由N阱和深N阱组合形成，如图5所示。在存储单元的下方加

入一层深N阱64，在周围以N阱63包围并和下面的深N阱64连接，这样形成了对存储单元61的

三维包围。将N阱和VDD连接，由于运行时p型衬底62连接地线，这样在N阱-深N阱内外两侧的

PN结形成反向偏置，不导电。

[0028] 如图6所示，外部电路包括行地址解码器、列地址解码器、读写控制器、输入输出控

制器。行地址解码器：用于把收到的地址变成字线的选择。列地址解码器：用于把收到的地

址变成位线的选择。读写控制器：用于控制位线上的读(测量)写(加电流)操作。输入输出控

制器：用于和外部交换数据。此外，外部电路包括用于控制体电位的体电位控制器(图6中未

示出，参见图7中所示)。体电位的调节是动态的，体电位控制器连接读写控制器并接受读写

控制信号。

[0029] 本发明的控制体电位的MRAM的电路和工作流程如图7所示。圆角虚线方框中表示

的是存储单元阵列。WL代表字线，BL代表位线，SL代表源极线。为了清楚表示，图中的V_DD代

表上文中所述的VDD，其他依此类推。

[0030] 当MRAM芯片进行读操作时使用普通模式：体电位置零，关闭的字线电位置零，打开

的字线电位置于VDD。当进行写操作时再适当提高体电位。

[0031] 当MRAM芯片进行写操作时，打开的字线电位提高Δ，同时体电位提高Δ1，且Δ1小

于或者等于Δ。当MRAM芯片进行写操作时，在不利方向上VBL置零，VSL设为能完成写操作所

需要的电压VW2；在有利方向上VSL从零电位上适度提高Δ2，Δ2小于或者等于Δ1，为了减少

漏电。

[0032] 本发明的实施过程需要注意：写操作时，对于关闭的行且正在进行不利方向写入

的列上的单元，其NMOS管靠字线一端有正向偏压。当这个偏压超过端上PN结的正向导通电

压时就会发生短路，接近时漏电也会增加。所以Δ1不能太高，经仿真研究，这个电压在0.3

～0.6V左右最优。

[0033] 以上详细描述了本发明的较佳具体实施例。应当理解，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无

需创造性劳动就可以根据本发明的构思作出诸多修改和变化。因此，凡本技术领域中技术

人员依本发明的构思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通过逻辑分析、推理或者有限的实验可以得到的

技术方案，皆应在由权利要求书所确定的保护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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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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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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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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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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