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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忆阻器的记忆效应类似于生物神经系统中突触的功能, 其纳米级尺寸、低功耗和高集成度等
特性, 使得忆阻突触具有仿生智能的信息处理能力, 这对构建神经形态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改
进忆阻器模型的基础上, 设计了一种反向串联忆阻开关型突触电路. 当开关断开时, 周期方波电压对
忆阻值 (权值) 进行调节, 实现权值更新; 当开关闭合时, 突触电路中的忆阻值被用于连接权值来存储
信息. 该突触电路具有 STDP (spike-time-dependent-plasticity) 仿生学习能力和阻值线性连续特性. 本
文将此突触电路应用于交叉阵列的图像存储中, 优化了存储方案, 讨论了噪声电压对图像存储的影
响, 进行了数值分析和仿真比较. 实验结果表明: 所提出的存储方案比单忆阻器交叉阵列存储方法
更具有可靠性和鲁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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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神经形态系统是指能够实时模拟人脑进行信息处理的智能化系统. 这一概念最早是由 Mead 提出
来的 [1] , 它通过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来模拟神经生物学, 具有并行计算和分布式存储的能力. 我们知道,
人脑神经元约含 1000 亿个神经元, 每个神经元平均有 20000 个突触联系. 那么突触电路的设计和分
析是构建神经形态系统的关键问题, 忆阻器的发现 [2] 和研究正好为此提供了新的契机. 忆阻器作为两
神经元间的连接突触, 具有非易失性和纳米级尺寸, 便于高效存储和集成化. 同时, 忆阻器可以通过施
加磁通量或电荷实现忆阻值的动态变化, 从而使忆阻器在突触电路的应用设计上得到广泛研究 [3∼8] .
然而, 目前研究面临的问题有: 1) 如何寻找合适的用作电子突触的忆阻器模型; 近年来, 忆阻器的研
究主要集中在模型的分析和应用上. 已经提出的忆阻器模型有离子迁移模型、Simmons 隧道势垒忆阻
模型和 Yakopcic 模型等 [9] . 2) 单个忆阻器用作突触时, 其突触权值随时间呈现非线性变化 [10] , 并且
系统对初始值有依赖性, 影响各种学习规则在神经网络应用中的稳定性. 3) 在单个忆阻交叉阵列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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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存储 [11] 时, 用忆阻值表征 256 个灰度图像的像素值, 阻值选取越密集, 越容易受到噪声电压的
影响, 会引起图像灰度值的非期望变化, 从而导致图像存储和输出的失真. 从上述问题来看, 突触电路
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个忆阻器的应用实现上, 单个忆阻突触可以有效实现生物学中的 STDP (spike time
dependent plasticity) 学习规则 [5] , 验证了忆阻神经网络有更好的信息处理能力. 目前, 忆阻器的串并
联研究 [12, 13] 提供了更丰富的器件特性, 如通过构建忆阻桥电路 [14, 15] 实现正、负和零权值的更新. 同
时，已有研究证实忆阻器及组合电路在非线性电路设计中具有丰富的动力学特性 [16, 17] .
基于上述工作, 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突触电路设计, 该电路由两个忆阻器反向串联而成. 用方波
电压对串联电路进行权 (阻) 值更新, 用其中一个忆阻器作为连接突触. 通过理论分析和计算机仿真,
证实了该突触同样有实现 STDP 学习规则的能力, 同时证明其忆阻值的变化是线性的, 这在图像存储
中具有更好的优势.
本文的结构如下: 在第 2 部分, 通过改进离子迁移忆阻器模型, 使它具有阈值特性, 更好地符合它
在电路应用中的实际特性. 第 3 部分是突触电路的设计, 证明了它能实现神经形态系统的 STDP 学习
规则. 突触的权值更新是连续线性变化的, 并能在图像存储中具有优势的应用, 这将在第 4 部分介绍.
第 5 部分展示了计算机仿真的结果, 并作出进一步解释说明. 最后一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2

具有阈值特性的离子迁移忆阻器模型

离子迁移忆阻器模型比较简单, 但它是经过物理实现的忆阻器件 [18] , Strukov 在 2008 年提出了
惠普忆阻器的数学模型, 这个模型由高阻态和低阻态串联而成, 其阻值随着通过的电荷量改变而改变.
决定阻值改变的参数有薄膜厚度、低阻态、高阻态和离子迁移变量. 之后, Strukov 和 Williams [19] 提
出了一个阈值开关模型. 同时, 实验室也证实了忆阻器的边界和阈值效应, 特别地, 忆阻器的阈值特性
被认为是忆阻器件的一个重要而普遍的特性 [20] . 惠普实验室模型表现的忆阻器特性对仿真和电路设
计依旧有效, 本文对该模型经过改进, 使得忆阻器的阈值特性得以表现. 其模型方程的表达式如下:
M (x) = Rlow x + Rhigh (1 − x),

 µv Rlow
dx  D2 i(t), v > vth ||v < −vth ,
=

dt
 0,
其他.

(1)

(2)

(1) 和 (2) 式中, Rlow 为低阻态, Rhigh 为高阻态, µv 为离子移动速率, D 为器件的总厚度, x 表示

离子迁移的状态变量, vth 为阈值电压. 本文给定忆阻器参数: Rlow = 100 Ω, Rhigh = 20 kΩ, x0 = 0.1,
µv = 10−14 m2 s−1 V−1 , D = 10 nm, vth = 0.1 V. 绘制的特性曲线如图 1 所示, 在外加正弦电压下, 忆
阻值在超过阈值电压范围内变化, V -I 磁滞特性呈现 “斜八” 曲线.
从图 1 可以看出, 当输入电压小于阈值电压时, 离子不发生迁移, 即阻值维持不变; 当输入电压大
于阈值电压时, 离子迁移使得阻值发生变化. 忆阻器两端加上正的电压时, 阻值减小, 电流滞后于电压;
反之, 负的电压使得电流超前于电压. 由忆阻器上的电压与电流形成的磁滞特性曲线是忆阻器的特有
指纹.

3

一种反向串联忆阻突触电路的设计分析
将离子迁移忆阻器模型的忆阻值用作电子突触, 其阻值会随磁通量或电荷量的改变而改变. 忆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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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阈值型离子迁移模型
Figure 1

Threshold-based model for ion migration

图 2 两个忆阻器的反向串联电路
Figure 2 A circuit with two memristors connected in series with opposite polarities. (a) Two memristors M1 and M2
connected with negative polarity; (b) two memristors M3 and M4 connected with positive polarity

器的纳米级尺寸, 信息存储容量和掉电后的非易失性, 被认为是天然的突触, 可用来构建忆阻神经形态
系统. 本文设计一种新的突触电路, 该电路由两个忆阻器反向串联而成. 串联的两种模型如图 2 所示.
两种模型都可以用作突触电路, 本文考虑在图 2(a) 上加一开关 S 构成新突触, 如图 3 所示, 忆阻
器 M1 和 M2 反向串联.
3.1

突触电路的工作原理

当开关 S 断开时, 电流从忆阻器 M1 正极流入, 从忆阻器 M2 正极流出, 其串联总阻值记为 M (t),
即为
M (x) = M1 (t) + M2 (t),
(3)
这里, 忆阻器 M1 和 M2 是同类型的忆阻器件, 即保持基本参数值 Rlow , Rhigh , µv 和 D 不变. M1 (t) 和
M2 (t) 表示两个忆阻器随时间变化的阻值. 记 M1 (0) 和 M2 (0) 是忆阻器零时刻的初始值, 这里考虑输
入电压大于阈值电压的情况, 忆阻器 M1 正向导通, 忆阻器 M2 反向导通. 由 (2) 式可得

 M1 (0) = Rlow x10 + Rhigh (1 − x10 ) = (Rlow − Rhigh )x10 + Rhigh ,
(4)
 M2 (0) = Rhigh x20 + Rlow (1 − x20 ) = (Rhigh − Rlow )x20 + Rlo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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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两个反向忆阻串联的开关突触电路
Figure 3

A switching synaptic circuit with two memristors in reverse series

由此, 两个忆阻器的阻值表达式为

µv Rlow (Rlow − Rhigh )

 M1 (t) = (Rlow − Rhigh )(x + x10 ) + Rhigh = M1 (0) +
q(t),
D2

µv Rlow (Rhigh − Rlow )
 M (t) = (R
q(t).
2
high − Rlow )(x + x20 ) + Rlow = M2 (0) +
D2

(5)

那么, 将 (5) 式代入 (3) 式, 得
M (x) = M1 (0) + M2 (0),

(6)

从而说明两个相同参数的忆阻器串联时, 总阻值保持为初始阻值之和, 在通入直流电压时, 电流
为常量. 则两个忆阻器的阻值变化表达式为

∫

µv Rlow (Rlow − Rhigh ) t


i(t)dt = M1 (0) + kit,
 M1 (t) = M1 (0) +
D2
0
(7)
∫ t

µv Rlow (Rhigh − Rlow )


i(t)dt = M2 (0) − kit.
 M2 (t) = M2 (0) +
D2
0
−Rhigh )
这里, k = µv Rlow (RDlow
. 从 (7) 式可以得到阻值的变化是关于时间的线性函数. 当我们输入方波
2
电压时, 可以通过改变方波电压的时间周期来调节忆阻值的变化.

当开关 S 闭合时, 忆阻器 M1 被短接，忆阻器 M2 接入电路中. 这时考虑输入电压小于阈值电压
的情况, 此电压记作读电压, 读电压不会改变忆阻值, 可以用此时刻的忆阻值来模拟两神经元的连接突
触, 将此时的信息存储起来.
总之, 突触电路的工作流程分为两个阶段: 开关断开阶段和开关闭合阶段. 即开关断开时, 两个同
类忆阻器反向串联, 其阻值是线性变化的; 而在开关闭合时, 突触电路用作连接突触时, 此时电路只有
一个忆阻器, 由于读电压小于阈值电压, 忆阻器的阻值不发生变化, 用于信息的存储和输出. 这种设计
的优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将权值调节的过程与结果分开, 提高了突触的工作效率;
2) 突触电路的权值更新是线性调节的过程, 其可调性使得信息存储的利用率高;
3) 突触电路对两个忆阻器的初始值之和的依赖性低, 初始阻值之和一定时, 电路的总阻值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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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突触的 STDP 学习规则

脉冲时间依赖可塑性 (STDP) [21, 22] 是指神经元间突触权值通过突触前后神经元的相对脉冲时间
来进行调节的可塑性质. 而这种反向串联忆阻突触具有 STDP 学习规则的能力. 下面从数学证明和实
验仿真的角度证明其突触的 STDP 属性, 脉冲相对时间为
∆t = |tpost − tpre |.

(8)

在 t = 0 时, 若忆阻器 M1 和 M2 初始值都为 M (0), 其阻值表达式为
M (t) = M (0) + kq(t),
(9) 式是由 (1) 和 (2) 式推导出来的, k =

(9)

µv Rlow (Rlow −Rhigh )
,
D2

那么在 t + ∆t 时, 忆阻器 M2 的阻值为
∫ t+∆t
V (t)
M (t) = M (0) + kq(t + ∆t) = M (0) + k
dt
2M (0)
0
k
ϕ(t + ∆t).
(10)
= M (0) +
2M (0)

(10) 式中, 2M (0) 表示串联忆阻器的总阻值. 阻值更新的表达式由荷控形式转化为磁通控制形式. 然

后, 得出阻值更新 ∆M (t) 的表达式如 (11) 式所示:
∆M (t) =

k
[ϕ(t + ∆t) − ϕ(t)].
2M (0)

(11)

在实验中, 生物学上动作电位 AP (t) 采用如 (12) 式所示表达式 [5] . 动作电位从时间 t+ 开始, 幅
值指数增长到正 A+ . 然后, 它迅速变化为负 A− , t− 时刻平滑回到静息电位. 其中, τ + 和 τ − 与动作
电位开始及结束时间的弯曲程度有关.

t+
t

τ+ − e τ+

+e

A
, t+ < v < 0,

t+

+

τ
1
−
e


t−
t
(12)
AP (t) =
τ− − e τ−
−e

, 0 < v < t− ,
A


t−


1 − e τ−




0,
其他.
由图 4 的 STDP 学习函数曲线可知:
1) 当 ∆t > 0 时, 突触前动作电位超前于突触后动作电位, 忆阻器突触权值的更新有增强作用, 并
且随着相对脉冲时间的减小而增强;
2) 当 ∆t < 0 时, 突触前动作电位滞后于突触后动作电位, 忆阻器突触权值的更新有抑制作用, 并
且随着相对脉冲时间的减小而增强.
由此可以说明文中构建的突触可以实现 STDP 学习法则.

4
4.1

突触电路用于交叉阵列及在图像存储中的应用
突触电路用于交叉阵列的结构及设计步骤

基于单个忆阻器用于图像存储的忆阻交叉阵列 [11, 23] , 改进了交叉点上忆阻器结构. 将突触设计
电路放置在交叉点上, 如图 5 所示，它包含 4×4 交叉阵列、电压转换器、行列开关选择器、读写控制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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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生物学动作电位对应的 STDP 学习函数
Figure 4 STDP learning function when applied to biological action potential. (a) Biological action potential; (b) STDP
learning function

图 5 忆阻交叉阵列的结构框图
Figure 5

Structure diagram of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及读电路等. 通过施加电压改变串联总电阻的阻值, 当开关 S 闭合时, 用忆阻器 M2 的阻值存储图像
的像素点. 如果每个交叉点上忆阻器存储一个像素, 那么该阵列可以存储 4×4 的简单图像. 存储输出
图像有读取过程和写过程, 行列开关选择器选择要读或写的阵列. 当只有写信号工作时, S 断开且电
压转换器将输出大于写阈值电压的激励信号, 改变忆阻器阻值状态, 实现存储操作; 当读信号工作时,
S 闭合且电压转换器将输出小于写阈值电压的激励信号, 读出流经忆阻器的电流, 与已设置好的对应
像素的电流或电流区间进行比较, 最终输出该忆阻器存储的像素值, 实现输出操作.
灰度图像存储和输出的步骤如下:
1) 忆阻器阻值区间初始化, 将每个区间对应不同的像素值. 当 S 断开, 给交叉阵列上的忆阻器施

加 1 V 电压, 控制电压持续时间, 实现 256 个不同阻值. 当 S 闭合, 施加 0.1 V 电压, 读出各个阻值电
流, 记为比较电流.
2) 读入灰度图像. 根据各个像素点的灰度值, 通过施加不同宽度的脉冲电压, 得到对应的忆阻值.

将该图像以阻值的形式存储到交叉阵列.
3) 开关 S 闭合, 施加 0.1 V 电压, 获得相应的读电流. 用读电流与初始化的电流进行比较匹配, 使
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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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图像存储的性能对比图
Figure 6 A performance comparison of image storage. (a) Single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 (b) anti-series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得对应的灰度值显示出来, 从而实现灰度图像的输出.
4.2

图像存储的性能与优势

文中采用的两忆阻器反向串联, 用其中一个忆阻器的忆阻值存储图像像素. 一般单忆阻器交叉阵
列, 交叉点上只有一个忆阻器存储灰度值. 在存储性能上, 两种存储方案通过设定阻值区间来提升图
像存储的容错性. 图 6 是两种方案性能的比较, 其中横坐标表示图像的灰度值, 纵坐标表示图像像素
对应的忆阻值. M 01 和 M 02 是忆阻器初始阻值的边界值. 例如图像灰度值 0 对应的忆阻值区间为
[M 01, M 02]. 图 6(a) 中. 由于单个忆阻器的变化是非线性的, 其阻值变化区间 ∆M 随图像灰度值的
增加而逐渐减小. 图 6(b) 中, 各个灰度值对应的阻值区间的变化区间 ∆M 保持不变, 即 M 02 与 M 01
的差值. 文中提出的忆阻交叉阵列的容错性更好, 单个忆阻器在表征 256 个灰度值时, 由于阻值的非
线性变化, 导致阻值选取区间密集程度越来越高. 外界环境很容易受噪声电压等影响, 这会引起阻值
的非期望变化, 这对图像的存储和输出造成一定的失真.

5
5.1

计算机仿真结果
突触电路仿真

实验采用忆阻器模型参数为 Rlow = 100 Ω, Rhigh = 20 kΩ, M1 (0) = 12 kΩ, M2 (0) = 12 kΩ, D =
10 nm, µv = 10−14 m2 s−1 V−1 . 方波电压 V = ±1 V, 周期 T = 1 s. 然后构建忆阻器 SPICE 模型 [24] ,
其组合形式参考图 2, 电路如图 7 所示.
图 8(a) 电路中输入的周期性的方波信号. 图 8(b) 仿真结果单个忆阻器的阻值呈现非线性变化, 如
图 8(b) 中的虚线所示. 而忆阻器反向串联时, 忆阻器 M1 的阻值随着时间线性变化, 如图 8(b) 中的
实线. 这种线性连续特性适合用于突触权值更新. 当开关断开时, 忆阻器 M1 正向导通, 阻值线性减小;
忆阻器 M2 反向导通, 阻值线性增加. 总之, 带开关的反向忆阻串联忆阻突触的优势在于: 1) 其结构简
单, 便于电路实现, 可模拟生物学上的 STDP 学习规则; 2) 两忆阻器反向串联, 其总阻值一定, 所以系
统对忆阻器初始阻值的依赖性较低; 3) 通过忆阻器阻值的线性变化实现阻 (权) 值更新, 与单个忆阻器
比较, 其权值随时间的动态调整范围较宽, 节省系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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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带方波输入的突触电路
Figure 7

A synaptic circuit with square wave input

图 8 SPICE 仿真结果
Figure 8 The results of SPICE simulation. (a) Square wave voltage; (b) the change curves of memristor M1 and a single
memristor

突触电路对忆阻器的参数选择具有一致性. 为了体现两个忆阻器串联阻值线性变化的性质, 本
文考虑了忆阻器的参数偏差对两个忆阻器串联带来的影响. PSPICE 仿真实验展示了两类参数不一
致的情况, 如图 9 所示. 图 9(a) 中, 忆阻器 M1 和 M2 离子迁移速率分别设为 10−13 m2 s−1 V−1
和 10−15 m2 s−1 V−1 . 图 9(b) 中, 忆阻器 M1 和 M2 离子迁移速率则分别设为 10−15 m2 s−1 V−1 和
10−14 m2 s−1 V−1 . 从图 9 中可以看出, 忆阻器 M1 阻值都是从高到低再到高的变化, 但离子迁移速率
不一样时, 忆阻器阻值的变化是非线性的.
同时, 在保证迁移速率相同的情况下, 忆阻器的边界阻值对串联阻值的变化也有一定影响. (7) 式
−Rhigh )
中, k = µv Rlow (RDlow
, 根据本文提供的参数计算出的 k 值为 1.99 × 108 . 这样在边界阻值变化范围
2
不大时, k 值不会出现大的波动, 由此两个忆阻器串联后总阻值近似线性变化. 本节给出了两组不同
边界阻值的忆阻器串联的情况, PSPICE 仿真结果如图 10 所示. 由于 Rlow 的微小变化对阻值影响不
大, 为了使实验具有代表性, 在仿真中保持 Rlow 不变, 而将图 10(a) 中忆阻器 M1 的边界阻值设定为
Rhigh = 50 kΩ. 图 10(b), 忆阻器 M1 的边界阻值设定为 Rhigh = 100 kΩ. 图 10(a) 的阻值变化近似线
性, 图 10(b) 的阻值出现非线性变化. 仿真结果说明: 忆阻器的边界阻值不等时, 其阻值线性变化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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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离子迁移速率对忆阻器串联的影响
Figure 9 Eﬀects of ion migration rate on memristors in series. (a) Memristor M1: µv = 10−13 m2 s−1 V−1 and memristor
M2: µv = 10−15 m2 s−1 V−1 ; (b) memristor M1: µv = 10−15 m2 s−1 V−1 and memristor M2: µv = 10−14 m2 s−1 V−1

图 10 忆阻器的边界阻值对忆阻器串联的影响
Figure 10 Eﬀects of ion migration rate on memristors in series. (a) Memristor M1, Rhigh = 50 kΩ; (b) memristor M1,
Rhigh = 100 kΩ

度随之减弱, 边界阻值相差越大, 线性程度越弱.
5.2

忆阻交叉阵列用于图像存储

本实验采用的灰度图像 (Goldhill 图) 矩阵为 512 × 512, 故需要设计一层具有 512 × 512 的交叉阵
列. 按 4.1 小节步骤进行仿真实验, 考虑到实际中电压可能受到噪声的影响, 在读操作过程中, 输入的
读电压含有一个均值为 0, 方差为 0.02 的 Gauss 白噪声, 如图 11 所示.
文中提出方案的输出图像及直方图分别为图 12(a), 为了分析交叉阵列在存储性能上的容错性, 单
个忆阻交叉阵列存储仿真结果对应图 12(b). 图 12 中, 图像的灰度值 0 对应忆阻器的初始阻值区间
[M 01, M 02]. 然后, 将忆阻值分为 255 个忆阻区间对应图像剩余的 255 个灰度值. 对于单个忆阻器作
图像存储单元时, 选取 256 个忆阻值对应图像的灰度值. 由于单个忆阻值的非线性变化, 图像的灰度
值与忆阻器的对应关系出现不一致的现象. 越是较高的灰度值, 对应的阻值选取就越密集, 容易受到
噪声电压的影响, 导致读出图像的失真. 本实验采用含噪声电压读取图像时, 直方图如图 12(b)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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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含 Gauss 噪声的读电压
Figure 11

Read voltage containing Gaussian noise

图 12 忆阻交叉阵列用于灰度图像存储
Figure 12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used for grayscale image storage. (a) Output image and histogram on a novel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b) output image and histogram on a single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图像的动态变化范围被压缩, 灰度值从 200 到 255 的图像信息被湮没. 然而, 文中提出的双忆阻交叉
阵列保留了图像完整的像素信息, 由于反向串联的忆阻器用作存储单元时, 灰度值对应的阻值变化区
间保持不变. 实验采用同样的含噪声电压执行读取操作时, 灰度值的变化范围较好地限制在所设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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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输出图像的灰度值与输入时间的关系
Figure 13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y value of the output image and input time

图 14 三维忆阻交叉阵列用于彩色图像存储
Figure 14 Three-dimensional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used for color image storage. (a) Original image; (b) red part;
(c) green part; (d) blue part; (e) color image output

区间里, 从而说明这种图像存储方案的容错性更好. 如图 12(a) 所示的直方图, 图像各个像素的分布均
匀, 其灰度值信息得到完整保留.
图 13 反映了输出图像的灰度值与输入时间的关系, 图像的横坐标和纵坐标是图像二维灰度值信
息, 竖坐标是灰度值对应的输入时间, 从图中可以看出来图像的灰度值与输入时间层次分明, 图像的
信息得到了很好的存储效果.
这种新忆阻交叉阵列同样适用于彩色图像存储, 彩色图像可由 RGB 三基色组成 [25] . 一幅 M × N
彩色图像可看作一个 M × N × 3 的像素数组, 每一个彩色像素点在特定空间位置对应 R, G, B 三个分
量, 所以可将忆阻交叉阵列建立为三维立体结构, 每层处理一种基色图像, 三维整合起来就能存储和
输出彩色图像. 仿真结果如图 14 所示, 其中图 14(a) 是原始图像, 中间 3 个图对应 RGB 分量信息, 图
14(e) 显示的是输出图像.

6

总结
突触在生物信号传递和处理上起重要作用, 构造基于忆阻器突触的神经形态系统是仿生电路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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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现上的更好选择. 本文提出一种新的突触电路设计, 分析了它具有 STDP 学习规则能力, 忆阻值
的线性连续变化能更好地应用于图像的存储和输出, 并且本文进行了理论证明和计算机仿真. 仿真结
果表明, 文中提出的忆阻交叉阵列用于图像存储, 与单忆阻器相比, 图像信息的完整性保存良好. 经过
优化后的存储方案, 对于含噪声电压, 单个忆阻交叉阵列存储的图像会失真, 其像素动态变化范围收到
压缩. 而新的忆阻交叉阵列对因噪声引起的误差有较好的容错性, 从而提高了图像存储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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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ti-series memristive synapse circuit design and its application
Jiu YANG, Lidan WANG* & Shukai DUAN
School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China
*E-mail: ldwang@swu.edu.cn
Abstract The memory eﬀect of memristors is similar to a synaptic in neuromorphic systems. It will be of great
signiﬁcance for a neuromorphic system that memristors have nanoscale size, low-power consumption, and high
integration, which give the memristive synapse more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bility. On the basis of
an improved memristor model, this paper addresses a switching synaptic circuit with two memristors in reverse
series. When the switch is oﬀ, the input square-wave voltage is used to adjust the synaptic weight. When the
switch is on, the memristance in the circuit is used to store information. This synapse circuit has a spike-timedependent-plasticity (STDP) bionic learning ability and continuous linear resistanc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study,
the synapse circuit is introduced to a memristive crossbar array to store images. We optimize storage solutions,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noise voltage of image storage, and conduct a comparison of numerical analysis and
analog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storage solution is more reliable and robust than
single-memristor cross-array st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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