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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申請專利範圍
1. 一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CAM)，包括：一第一電晶體，該第一
電晶體之輸入端係電性連接於一第一導線，該第一電晶體之控制端係電性連接於一第二
導線；一第二電晶體，該第二電晶體之控制端係電性連接於該第一電晶體之輸出端，該
第二電晶體之輸出端係電性連接於一第四導線；以及一第三電晶體，該第三電晶體之輸
入端係電性連接於一第三導線，該第三電晶體之控制端係電性連接於該第一導線，該第
三電晶體之輸出端係電性連接於該第二電晶體之輸入端；其中，該第二導線係用以於儲
存一資料時，導通該第一電晶體，進而使該第二電晶體利用其內部電容儲存該第一導線
所攜帶之該資料；而該第一導線係用以於讀取該資料時，導通該第三電晶體，以利用該
資料之電位來決定該第二電晶體導通與否，進而決定該第三導線電性連接該第四導線與
否；藉此，偵測該第三導線是否受該第四導線影響而產生電位變化，便可知悉該資料。
2.

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該第一導線為一搜
尋暨位元線，係兼具搜尋線功能與位元線功能。

3.

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該第二導線為一字
組線。

4.

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該第三導線為一資
料符合比對線。

5.

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該第四導線為一地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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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更包括一資料儲存電
容，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一端接地，另一端電性連接於該第二電晶體之控制端與該第一電
晶體之輸出端之間。

7.

一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包括：至少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每一該些內容可定址記
憶單元係為請求項 5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
些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係共用每一該些第三導線以形成一資料符合比對線；每一該些第
一電晶體、第二電晶體與第三電晶體係為一 N 型電晶體；以及一 P 型電晶體，該 P 型電
晶體之控制端係電性連接該地線，該 P 型電晶體之輸入端係電性連接一高電位源，該 P
型電晶體之輸出端係電性連接該資料符合比對線； 藉此，當任一該些內容可定址記憶單
元內，該第一導線之電位與該資料之電位皆為高電位時，該資料符合比對線之電位即受
該地線影響，而變化為低電位。

8.

如請求項 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其中該第一導線為一搜尋暨位元線，係兼具搜
尋線功能與位元線功能。

9.

如請求項 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其中該第二導線為一字組線。

10. 如請求項 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更包括一資料儲存電容，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一
端接地，另一端電性連接於該第二電晶體之控制端與該第一電晶體之輸出端之間。
11. 一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BCAM)，包括：一第一內容可定址
記憶單元，係為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以及一第
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係為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
元；其中，該第一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與該第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共用該第三導線與
該第四導線；儲存資料時，該第一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之第二電晶體與該第二內容可定
址記憶單元之第二電晶體分別存入一第一儲存值

和一 第二儲存值 Q ；比對資料時，

該第一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之第一導線與該第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之第一導線分別以
一第一比較值 C 和一第二比較值

來比對該第一儲存值 和該第二儲存值 Q ；藉此，令

1 代表導通電位，則只有在儲存值與比較值符合邏輯關係

時，該第三導線

才會受該第四導線影響而產生電位變化。
12. 如請求項 1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一
導線為一搜尋暨位元線，係兼具搜尋線功能與位元線功能。
13. 如請求項 1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二
導線為一字組線。
14. 如請求項 1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三
導線為一資料符合比對線。
15. 如請求項 1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四
導線為一地線。
16. 如請求項 1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更包括一資料儲存
電容，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位於該第一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或該第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
內，且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一端接地，另一端電 性連接於該第二電晶體之控制端與該第一
電晶體之輸出端之間。
17. 一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TCAM)，包括：一第一內容可定址
記憶單元，係為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以及一第
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係為請求項 1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
元；其中，該第一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與該第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共用該第三導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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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第四導線；三值內容係為三值邏輯(0,1,X)，X 代表隨意值(Don’t Care)，0 和 1 分別表
示非導通電位和導通電位；每一該些第二電晶體之儲存值均以 01 和 10 來編碼非導通電
位 0和導通電位 1；每一該些第一導線之比較值均以 10 和 01 來編碼非導通電位 0 和導通
電位 1，且前述儲存值與比較值均以 00 來編碼隨意值 X；藉此，儲存值或比較值為隨意
值 X 時，皆使該第三導線與該第四導線之間不導通；而且，儲存資料時，該第一內容可
定址記憶單元之第二電晶體與該第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之第二電晶體分別存入一第一
儲存值 和一第二儲存值 Q ；比對資料時，該第一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之第一導線與該
第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之第一導線分別以一第一比較值 C 和一第二比較值 來比對該
第一儲存值 和該第二儲存值 Q ；藉此，只有在儲存值與比較值符合邏輯關係
時，該第三導線才會受該第四導線影響而產生電位變化。
18. 如請求項 1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一
導線為一搜尋暨位元線，係兼具搜尋線功能與位元線功能。
19. 如請求項 1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二
導線為一字組線。
20. 如請求項 1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三
導線為一資料符合比對線。
21. 如請求項 1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四
導線為一地線。
22. 如請求項 17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更包括一資料儲存
電容，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位於該第一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或該第二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
內，且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一端接地，另一端電性連接於該第二電晶體之控制端與該第一
電晶體之輸出端之間。
23. 一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字組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係用以存取一第 i 字碼 wi ，包
括：一編碼單元；以及 複數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數量表示為 n，係為請求項 1 所
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該複數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區分為
b 個二值內容記憶單元、t 個三值內容記憶單元、一個二值有效驗證單元(Valid Bit)、一
個權重反相單元、k 個檢查單元與 t 個冗餘單元(Redundant)，亦即 n=b+2+k+t+r，其中：
該些二值內容記憶單元與該二值有效驗證單元係用以將該第 i 字碼儲存為二值字碼 wi2 ；
該些三值內容記憶單元係用以將該第 i 字碼儲存為三值字碼 wi3 ；該編碼單元，係於該
複數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儲存該第 i 字碼 wi 時，若高電位值超過 n/2，則將該第 i 字碼
wi 反相儲存，並記錄該反相動作於該權重反相單元；且係利用伯格碼(Berger Code)編碼
該些二值內容記憶單元、該二值有效驗證單元與該權重反相單元，以形成檢查碼，並記
錄於該些檢查單元，亦即

；以及 該些冗餘單元係用以供該編碼單元自

我修復該第 i 字碼。
24. 如請求項 23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字組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一
導線為一搜尋暨位元線，係兼具搜尋線功能與位元線功能。
25. 如請求項 23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字組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二
導線為一字組線。
26. 如請求項 23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字組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三
導線為一資料符合比對線。
- 6325 -

(4)
27. 如請求項 23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字組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其中每一該些第四
導線為一地線。
28. 如請求項 23 所述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字組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更包括一資料儲存
電容，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位於任一該些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內，且該資料儲存電容係一
端接地，另一端電性連接於該第二電晶體之控制端與該第一電晶體之輸出端之間。
29. 一種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主要係由一第一電晶體、一第二電晶
體、一第三電晶體、一第一導線、一第二導線、一第三導線與一地線所組成，其中：該
第一電晶體之輸入端係電性連接於該第一導線，該第一電晶體之輸出端係電性連接於該
第二電晶體之控制端，該第一電晶體之控制端係電性連接於該第二導線；該第二電晶體
之輸入端係電性連接於該第三電晶體之輸出端，該第二電晶體之輸出端係電性連接於該
地線；以及該第三電晶體之輸入端係電性連接於該第三導線，該第三電晶體之控制端係
電性連接於該第一導線。
圖式簡單說明
第 1 圖係為習知之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的結構示意圖。
第 2 圖係為習知之靜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的結構示意圖。
第 3 圖係為習知之三顆電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的結構示意圖。
第 4 圖係為本揭示內容一實施方式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的結構
示意圖。
第 5 圖係為第 4 圖之具體結構示意圖，其係繪示增設一資料儲存電容 180 及利用一地線
171 以作為第四導線 170。
第 6 圖係為本揭示內容另一實施方式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的結構示意圖。
第 7 圖係為本揭示內容又一實施方式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二值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
的結構示意圖，其亦可用以作為本揭示內容另一實施方式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三值內容
可定址記憶單元的結構示意圖。
第 8 圖係為本揭示內容再一實施方式之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之字組內容可定址記憶單元
的結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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