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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提供一种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及

其制造方法。此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包括底电

极、金属间介电质、电阻转态组件以及顶电极。其

中底电极位于基板上，金属间介电质位于底电极

上。电阻转态组件位于底电极上和位于金属间介

电质中，且具有倒T型的剖面。顶电极位于电阻转

态组件以及金属间介电质上。本发明的电桥式随

机存取存储器可以限制导电路径形成位置，还可

以良好控制高电阻状态和低电阻状态之间的转

换，并且降低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中不同的存

储单元的操作变异性，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良率

及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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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包括：

一底电极，位于一基板上；

一金属间介电质，位于该底电极上；

一电阻转态组件，位于该底电极上和位于该金属间介电质中，该电阻转态组件具有倒T

型的剖面；以及

一顶电极，位于该电阻转态组件以及该金属间介电质上。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该电阻转态组件包括：

一第一电阻转态层，位于该底电极上；

一第二电阻转态层，位于该第一电阻转态层上，其中该第二电阻转态层的下表面的面

积小于该第一电阻转态层的上表面的面积。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该第一电阻转态层的下表

面的面积大于该第二电阻转态层的下表面的面积。

4.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该第一电阻转态层与该底

电极具有第一接触面积，该第二电阻转态层与该顶电极具有第二接触面积，该第一接触面

积与该第二接触面积相等。

5.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该金属间介电质包括：

一第一介电层，位于该底电极上，且该第一电阻转态层位于该第一介电层中；以及

一第二介电层，位于该第一介电层上，且该第二电阻转态层位于该第二介电层中。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该第二介电层的材料不同

于该第一介电层的材料，并且该第二介电层对于金属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大于该第一介电

层对于金属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

7.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该第一介电层包括碳氮化

硅、碳化硅、氮化硅、氧化硅或前述的组合，该第二介电层包括碳氮化硅、碳化硅、氮化硅或

前述的组合。

8.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该第一电阻转态层的下表

面的面积等于或小于该底电极的顶表面的面积。

9.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更包括一层间介电层位于

该基板上且围绕该底电极，其中该金属间介电质位于该层间介电层上方。

10.如权利要求9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更包括一扩散阻挡层位

于该层间介电层上且围绕该底电极，其中该金属间介电质位于该扩散阻挡层上，该第一电

阻转态层的下表面覆盖该底电极并接触部分的该扩散阻挡层。

11.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特征在于，其中该底电极和该电阻

转态组件分别为第一底电极和第一电阻转态组件，该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更包括：

第二底电极，位于该基板上并与该第一底电极相隔开来；以及

第二电阻转态组件，位于该第二底电极上，且该第二电阻转态组件和该第一电阻转态

组件以该金属间介电质相隔开来，其中该第二电阻转态组件包括：

一第三电阻转态层，位于该第二底电极上；

一第四电阻转态层，位于该第三电阻转态层上，其中该第四电阻转态层的下表面的面

积小于该第三电阻转态层的上表面的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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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一种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包括：

形成一底电极于一基板上；

形成一金属间介电质于该底电极上；

形成一电阻转态组件于该底电极上和位于该金属间介电质中，其中该电阻转态组件具

有倒T型的剖面；以及

形成一顶电极于该电阻转态组件以及该金属间介电质上。

13.如权利要求12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电阻转态

组件包括：

一第一电阻转态层，位于该底电极上；

一第二电阻转态层，位于该第一电阻转态层上，其中该第二电阻转态层的下表面的面

积小于该第一电阻转态层的上表面的面积。

14.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一电阻

转态层的下表面的面积大于该第二电阻转态层的下表面的面积。

15.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第一电阻

转态层与该底电极具有第一接触面积，该第二电阻转态层与该顶电极具有第二接触面积，

该第一接触面积与该第二接触面积相等。

16.如权利要求13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形成该金属

间介电质包括：

形成一第一介电层于该底电极上；以及

形成一第二介电层于该第一介电层上，

其中该第二介电层对于金属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大于该第一介电层对于金属离子扩

散的阻挡能力。

17.如权利要求16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形成该电

阻转态组件于该底电极上和位于该金属间介电质中的步骤包括：

以第一刻蚀剂对该第二介电层进行第一刻蚀步骤，以形成一第一孔洞；

以第二刻蚀剂对该第一介电层进行第二刻蚀步骤，以形成一第二孔洞于该第一孔洞下

方，其中该第二孔洞暴露该底电极，且该第一孔洞及该第二孔洞共同形成一贯孔；以及

填入一电阻转态材料于该贯孔中以形成该电阻转态组件；

其中该第二刻蚀剂与第一刻蚀剂不同，该第一刻蚀步骤与该第二刻蚀步骤于相同的刻

蚀腔室中原位实施。

18.如权利要求17所述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其特征在于，该基板上更

包括：

一层间介电层形成于该基板上且围绕该底电极；以及

一扩散阻挡层形成于该层间介电层上且围绕该底电极；

在形成该贯孔的该第二孔洞时，该第二孔洞的底部开口暴露出该底电极的该上表面以

及部分的该扩散阻挡层的上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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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及其制造方法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是有关于一种存储器装置，且特别是有关于一种导电桥式电阻存储器及其

制造方法。

背景技术

[0002] 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Conductive  Bridge  Random  Access  Memory；CBRAM)具

有低操作电压、写入及擦除时间短、存储时间长、多状态存储、低功率消耗、结构及制法简

单、以及可扩充等优点。因此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极有潜力取代目前的快闪式存储器，成

为下世代的非挥发性存储器主流。

[0003] 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包括多个存储单元，其中各存储单元主要包含两电极及夹

置于其中的电阻转态层。当对存储单元进行设定(set)操作时，电极的金属离子可扩散至电

阻转态层中而构成两电极之间的导电路径，而形成低电阻状态(low  resistance  state，

LRS)。当进行重置(reset)操作时，导电路径会断开或破裂，而使存储单元由低电阻状态转

换为高电阻状态(high  resistance  state，HRS)。而低电阻状态和高电阻状态可分别用于

指示”1”与”0”的数字信号，从而提供对应的存储状态。

[0004] 然而每次将存储单元转换到低电阻状态时，电阻转态层中所产生的导电路径的位

置及粗细皆不相同也无法控制，导致存储单元的操作电压的变异性很大，且装置稳定性差。

再者，已知存储单元的电极之间的电阻转态层中所形成的导电路径除了连接上下电极的主

要部分，还包含有一些由主要部分向侧向扩散的枝状部分，因此相邻的存储单元容易互相

干扰。例如对某一个存储单元进行读取时，可能受到因相邻存储单元的导电路径的枝状部

分互相连接而导致读取的电阻值产生错误，进而降低存储器的良率及可靠度。因此，如何避

免上述情形的发生，实为一重要议题。

发明内容

[0005] 本发明揭示一种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包括底电极、金属间介电质、电阻转态组

件以及顶电极。其中底电极位于基板上，金属间介电质位于底电极上。电阻转态组件位于底

电极上和位于金属间介电质中，且具有倒T型的剖面。顶电极位于电阻转态组件以及金属间

介电质上。

[0006] 本发明揭示一种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制造方法，包括：形成底电极于基板上；

形成金属间介电质于底电极上；形成一电阻转态组件于底电极上和位于金属间介电质中；

以及形成一顶电极于电阻转态组件以及金属间介电质上。其中所形成的电阻转态组件具有

倒T型的剖面。本发明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可以限制导电路径形成位置，还可以良好控

制高电阻状态和低电阻状态之间的转换，并且降低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中不同的存储单

元的操作变异性，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良率及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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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说明

[0007] 图1A至图1E为根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的制造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各步骤

中所对应的剖面示意图。

[0008] 图2A为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在进行设定(set)操作后的

剖面示意图。

[0009] 图2B为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在进行重置(reset)操作后

的剖面示意图。

[0010] 图3为根据本揭露的另一些实施例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剖面示意图。

[0011] 附图标记：

[0012] 100～基板；

[0013] 110～层间介电层；

[0014] 111～扩散阻挡层；

[0015] 112～底电极；

[0016] 114～金属间介电质；

[0017] 116、118～介电层；

[0018] 122～第一孔洞；

[0019] 124～第二孔洞；

[0020] 126～贯孔；

[0021] 132、232～电阻转态组件；

[0022] 134、136、234、236～电阻转态层；

[0023] 112a、134a、136a～上表面；

[0024] 134b、136b～下表面；

[0025] 138～颈部；

[0026] 140～顶电极；

[0027] W1B、W1U、W2B、W2U、W12、W14、W22、W24～宽度。

具体实施方式

[0028] 以下参照本发明实施例的图式以更全面地阐述本发明。然而，本发明亦可以各种

不同的形式体现，而不应限于本文中所述的实施例。图式中的层与区域的厚度会为了清楚

起见而放大。相同或相似的元件标号表示相同或相似的元件，以下段落将不再一一赘述。

[0029] 本揭露实施例提供一种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及其制造方法，可以限制导电路径

的形成位置以及控制导电路径的断开位置。因此可以稳定地转换存储器的电阻状态，并降

低操作电压的变异性及增加装置稳定性，进而提升最终产品的良率及可靠度。

[0030] 另外，文中提出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可包含一个或多个存储单元。而实施例

所配合的图式是绘制两个存储单元。一个存储单元包含底电极、顶电极以及设置于底电极

与顶电极之间的电阻转换组件，各个存储单元的电阻转换组件是以金属间介电质相隔开

来，其细节将叙述于后。为简化叙述，以下是说明制造单个存储单元的相关部件的制造方法

与结构。

[0031] 图1A至图1E为根据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的制造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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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对应的剖面示意图。请参照图1A，提供一基板100，并在基板100上方形成层间介电层

110及底电极112。

[0032] 一些实施例中，基板100例如包括一半导体基底(未显示)、设置于半导体基底之上

的主动元件例如晶体管(未显示)、以及设置于晶体管上的接触件(未显示)。底电极112例如

是设置于基板100上的内连线结构的一层金属层。底电极112可通过内连线结构的导孔以

及/或金属线电连接至基板100内的接触件以及晶体管。一些实施例中，底电极112的材料可

包括铜、钨、镍、钼、铂、钛、钽、氮化钨、氮化钛、氮化钽、其他合适的导电材料或上述的组合。

底电极112可为由单层结构或多层结构所构成。

[0033] 一些实施例中，层间介电层110围绕底电极112。在一实施例中，例如可通过沉积一

层间介电材料于基板100上，接着对层间介电材料进行图案化以形成孔洞，之后沉积一底电

极材料于层间介电材料上方并填满孔洞，并对底电极材料进行回刻蚀或平坦化制造工艺

(例如化学机械研磨)，以于孔洞处形成底电极112。在一些实施例中，层间介电层110例如是

氧化硅、氮化硅、氮氧化硅、四乙氧基硅烷、磷硅酸盐玻璃、硼磷硅酸盐玻璃、氟化硅酸盐玻

璃、低介电常数介电材料、其他合适的介电材料或前述的组合。

[0034] 接着，形成一金属间介电质114于底电极112上。在一些实施例中，金属间介电质

114包含介电层116和介电层118。在一些实施例中，介电层116和介电层118皆使用对于金属

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佳的材料，例如可包括碳氮化硅、碳化硅、氮化硅、氧化硅、其他合适的

介电材料或前述的组合。此外，在其他实施例中，介电层116与介电层118可选择不同的材料

使得介电层118对于电极的金属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大于介电层116对于金属离子扩散的

阻挡能力。

[0035] 之后，对金属间介电质114进行图案化制造工艺，以形成暴露出底电极的贯孔

(through  hole)。在一些实施例中，通过形成具有倒T形剖面形状的贯孔，可使后续形成于

其中的电阻转态组件具有例如倒T形的剖面而在构型上形成窄缩的颈部。当对电桥式随机

存取存储器进行重置操作时，导电路径会先自颈部处断开而破坏导电路径，藉此做为使存

储器由低电阻状态转换至高电阻状态的一控制部。

[0036] 请参照图1B，对介电层118进行图案化制造工艺，以形成第一孔洞122。在一些实施

例中，以第一刻蚀剂对介电层118进行第一刻蚀步骤，而形成第一孔洞122。其中第一孔洞

122暴露介电层116的上表面并例如具有倾斜的侧壁(tapered  sidewall)。第一孔洞122的

位置是对应于底电极112的位置，例如位于底电极112的正上方。

[0037] 请参照图1C，接着，对介电层116继续进行图案化制造工艺(例如刻蚀)，以于第一

孔洞122中形成第二孔洞124。其中第二孔洞124暴露出底电极112的上表面112a。在一些实

施例中，以第二刻蚀剂对介电层116进行第二刻蚀步骤。在一实施例中，第一刻蚀步骤与第

二刻蚀步骤可于相同的刻蚀腔室中原位(in-situ)实施。

[0038] 第一孔洞122与第二孔洞124连接而形成贯孔126。在一些实施例中，第一孔洞122

的顶部开口大于底部开口，使得第一孔洞122具有倾斜的侧壁。此外，第一孔洞的122底部开

口小于第二孔洞124的顶部开口，故贯孔126呈现倒T形(reverseT-shaped)的轮廓。如图1C

所示，第一孔洞122的顶部开口的宽度W1U大于第一孔洞122的底部开口的宽度W1B，第一孔洞

122的底部开口的宽度W1B小于第二孔洞124的顶部开口的宽度W2U。于此示例中，第二孔洞

124的底部开口的宽度W2B小于底电极112的上表面112a的宽度WB。再者，在一些实施例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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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孔洞124的底部开口的面积大抵等于第一孔洞122的顶部开口的面积。例如，第二孔洞124

的底部开口的宽度W2B大抵等于第一孔洞122的顶部开口的宽度W1U。文中使用「大抵」类似的

用语来描述一个物理量的数值或一个数值范围时，除非有另外指明，则此用语是用于表示

包含此数值及与此数值相差±10％的数值范围。

[0039]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实施例中是在相同的刻蚀腔室中使用不同的刻蚀剂原位进行

第一及第二刻蚀步骤，以形成具倒T形剖面的贯孔126，但本发明不限于此。在其他实施例

中，也可通过改变第一及第二刻蚀步骤的偏压功率、使用不同的刻蚀剂搭配不同的刻蚀偏

压功率的方式、或其他合适的制造工艺方法以形成具倒T形剖面的贯孔126。

[0040] 请参照图1D，于贯孔126内形成电阻转态组件132。在一些实施例中，电阻转态组件

132的材料可包括过渡金属氧化物，例如三氧化二铝(Al2O3)、二氧化钛(TiO2)、二氧化铪

(HfO2)、二氧化锆(ZrO2)、二氧化钽(TaO2)、五氧化二钽(Ta2O5)或其他合适的材料。电阻转态

组件132的材料可为由单一材料所形成的单层结构或由多种不同材料所形成的多层结构。

形成电阻转态组件132的步骤例如是沿着金属间介电质114的上表面和贯孔126的侧壁和底

面顺应性沉积过渡金属氧化物，接着进行回刻蚀或平坦化制造工艺(例如化学机械研磨)，

以移除金属间介电质114上多余的过渡金属氧化物，以暴露出金属间介电质114的上表面。

在一些实施例中，所形成的电阻转态组件132的上表面与金属间介电质114的上表面共平

面。

[0041] 在一些实施例中，电阻转态组件132包含第二孔洞124中的电阻转态层134，以及第

一孔洞122中的电阻转态层136。电阻转态层134位于底电极112上，并接触底电极112的上表

面112a。电阻转态层136位于电阻转态层134上。再者，在一些实施例中，电阻转态层136的下

表面136b的面积小于电阻转态层134的上表面134a的面积。如图1D所示，电阻转态层136的

下表面136b的宽度W22小于电阻转态层134的上表面134a的宽度W14，而形成窄缩的颈部

(neck  portion)138。在本实施例中，电阻转态层134与电阻转态层136是在同时形成的，但

本发明不限于此，在其他实施例中，电阻转态层134与电阻转态层136也可以分开形成。

[0042]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电阻转态层136的上表面136a的面积大于下表面136b的面积，

因此电阻转态层136具有倾斜的侧壁，而呈现倒梯形剖面。如图1D所示，电阻转态层136的上

表面136a的宽度W24大于下表面136b的宽度W22。因此，电阻转态组件132在电阻转态层136的

下表面136b与电阻转态层134的上表面134a的交界处中形成颈部138。在一些实施例中，包

含电阻转态层134以及电阻转态层136的电阻转态组件132在底电极112上形成一倒T形的剖

面。由于此倒T形剖面的颈部138会限制通过此处的导电路径的金属离子的数量，当对电桥

式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重置操作时，颈部138处的导电路径会最先断开而使导电路径消失，

因此电阻转态组件132的颈部138可视为转换电桥式随机存储器的电阻状态的控制部。

[0043] 另外，在一些实施例中，电阻转态层134的下表面134b的宽度W12可大抵等于电阻转

态层136的上表面136a的宽度W24。

[0044] 请参照图1E，形成一顶电极140于电阻转态组件132以及金属间介电质114上。顶电

极140例如包含可扩散至电阻转态组件132中的金属材料，进而在进行设定操作时，自顶电

极140扩散的金属离子可于电阻转态组件132中形成导电路径。在一些实施例中，形成顶电

极140的材料可包括钛、钽、钨、铝、铜、氮化钛、氮化钽、其他合适的导电材料或上述的组合。

通过对底电极112与顶电极140施加电压，可将电阻转态组件132转换成不同的电阻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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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45] 在一些实施例中，顶电极140形成于介电层118上并与其直接接触，当对底电极112

与顶电极140施加电压以进行设定操作时，顶电极140会提供金属离子进入电阻转态组件

132。因此与顶电极140接触的介电层118可选择对于金属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优良的介电

材料，例如碳氮化硅、碳化硅、氮化硅或前述的组合，以避免顶电极140所包含的金属材料或

金属离子扩散而进入介电层118中。

[0046] 以下是举例说明实施例的存储器结构在进行设定操作和重置操作时电阻转态组

件的阻值转换。请参照图2A，其为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在进行设

定操作后的剖面示意图。图2B为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在进行重置

操作后的剖面示意图。

[0047] 当对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设定操作时，施加设定电压于底电极112与顶电

极140，则顶电极140产生的金属离子在电阻转态组件132中自顶电极140朝向底电极112排

列和连接，而形成导电路径。当导电路径触及底电极112时，可构成顶电极140和底电极112

之间的导电路径，供电流通过，如图2A所示。此时电阻转态组件132呈现低电阻状态。图2A中

两个电阻转态组件132的位置分别对应两个存储单元的位置并以金属间介电质114分隔开

来，因此可以局限导电路径的形成位置，而控制各个存储单元的导电路径。

[0048] 当对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重置操作时，施加相反电压于底电极112与顶电

极140，则在电阻转态组件132中的金属离子还原，导致原本连接的导电路径断开或破裂，如

图2B所示。此时电阻转态组件132自低电阻状态转换成高电阻状态。

[0049] 根据一些实施例所提出的电阻转态组件132，其具有例如倒T形剖面，而在构型上

包含了窄缩的颈部138。当对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设定操作而使金属离子排列成导

电路径时，窄缩的颈部138限制了通过此处的金属离子的数量，亦即通过颈部138的金属离

子的数量最少。当对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进行重置操作时，颈部138处的导电路径更容易

断开而使导电路径消失。因此颈部设计可作为存储单元从低电阻状态转换至高电阻状态的

控制部。因此，如上述一些实施例所提出的电阻转态组件132的颈部138可以有效控制电桥

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由低电阻状态转换至高电阻状态。而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中不同的存

储单元亦可通过其电阻转态组件的颈部设计而降低它们在电阻状态转换上的差异性。

[0050] 根据上述本揭露的一些实施例所提出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具有许多优点。例

如，在金属间介电质114中各电阻转态组件132的位置是对应各个存储单元的位置，因此可

以局限导电路径(e.g.金属离子)的形成位置，控制各个存储单元在低电阻状态下的导电路

径，以避免读取存储单元时受到相邻存储单元的干扰而影响了电阻值的判读。因此，实施例

所提出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可以准确读取各个存储单元的电阻值，以分辨所指示的数

字信号0或1。并且，如上述说明，一些实施例的电阻转态组件132具有例如倒T形剖面，其窄

缩的颈部138设计减少了通过此处的导电路径的金属离子的数量，而可做为电桥式随机存

取存储器进行重置操作时低电阻到高电阻状态转换的控制部。

[0051] 此外，特别说明的是，由于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是通过扩散至电阻转态组件中

的金属离子形成/断开导电路径，因此本揭露通过在相邻存储单元的电阻转态组件132间形

成对金属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佳的金属间介电质114，可确保金属离子在操作时，仅会在电

阻转态组件的垂直方向移动，进而防止金属离子在操作时往电阻转态组件的水平方向扩散

而散失，以确保存储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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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2] 再者，在一些实施例中，以一个存储单元为例，电阻转态层134与底电极112具有第

一接触面积，电阻转态层136与顶电极140具有第二接触面积，第一接触面积与第二接触面

积大抵相等(例如图1E中的宽度W12可大抵等于宽度W24)，如此可使电阻转态组件132与底电

极112和顶电极140之间的接触电阻大抵相等，以使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不论是从高阻态

转换到低阻态(设定操作)或是从低高阻态转换到高阻态(重置操作)都可稳定且平衡地进

行操作。另外，对于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中多个存储单元而言，亦可通过形成相同构型的

实施例的电阻转态组件，而降低不同存储单元在操作上的变异性。

[0053] 另外，如上述实施例所提出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电阻转态层134的下表面的

面积小于底电极112的上表面112a的面积。然而本揭露并不仅限于此，电阻转态层134的下

表面的面积可以等于、或者大于底电极112的上表面112a的面积。以下说明电阻转态层134

的下表面大于底电极112的上表面的另一种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

[0054] 图3为根据本揭露的另一些实施例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的剖面示意图。相同

于前述图1A至图1E、图2A至图2B的实施例的部件是使用相同或类似的标号并省略其说明。

在图3的实施例中，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更包括一扩散阻挡层111位于层间介电层110上，

且扩散阻挡层111围绕底电极112。由于电阻转态层234的下表面会接触部分的扩散阻挡层

111的上表面，此实施例可优选地采用对于金属离子扩散的阻挡能力优良的介电材料来制

作扩散阻挡层111，以避免金属离子扩散进入层间介电层110中。一些实施例中，扩散阻挡层

111包含碳氮化硅、碳化硅、氮化硅、其他合适的介电材料或前述的组合。

[0055] 如图3所示，介电层116位于扩散阻挡层111上，而电阻转态层234的下表面则覆盖

底电极112并接触部分的扩散阻挡层111。扩散阻挡层111的制法例如是沉积一层间介电材

料于基板100上、沉积一扩散阻挡材料于层间介电材料上、以及对扩散阻挡材料和层间介电

材料进行图案化以形成孔洞。接着沉积一底电极材料于扩散阻挡材料上方并填满孔洞，并

对底电极材料进行回刻蚀或平坦化制造工艺(例如化学机械研磨)，以形成扩散阻挡111以

及底电极112于孔洞处。为了简化说明，关于相同或类似于前述图1A至图1E所绘示的元件及

其形成制造工艺步骤，在此不再详述。

[0056] 综合上述，实施例所提出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其电阻转态组件对应存储单

元的底电极的位置且电阻转态组件具有窄缩的颈部，以做为电阻状态转换的控制部。因此

实施例的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除了可限制导电路径形成位置，还可以良好控制高电阻状

态和低电阻状态之间的转换，并且降低电桥式随机存取存储器中不同的存储单元的操作变

异性，进而提高最终产品的良率及可靠度。

[0057] 虽然本发明已以数个较佳实施例揭露如上，然其并非用以限定本发明，任何所属

技术领域中技术人员在不脱离本发明的精神和范围内，当可作任意的更动与润饰，因此本

发明的保护范围当视权利要求范围所界定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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