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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1.0 ( December 2017 )
本版本適用於 QSAN XCubeNAS XN3004T NAS 儲存設備。 QSAN 在本出版品中的資訊由公佈日起發
生效力。 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
商標
QSAN、QSAN 標誌、XCubeNAS、QSAN.com 均為 QSAN Technology, Inc. 的註冊商標。
Intel、 Xeon、Pentium、Core、Celeron、Intel Inside 等標誌均為 Intel 公司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
的註冊商標。
本手冊中用來表示其他商標、名稱、產品所使用的註冊商標和名稱，均為其所屬公司或所有人的財產。

注意
本手冊中包含其資訊已通過審查確認，但仍可能產生印刷錯誤或技術描述不準確。若有變更
將會定期更改，並被納入新版本的出版文件中。 QSAN 可能會持續進行改進或調整產品本身
及內容。所有功能和產品規格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或履行任何義務。本文中的所有聲明、
資訊和建議均不構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保證。
本文包含的任何性能數據都在控制的環境中決定。因此，在其他操作環境中獲得的結果可能
會略有不同。相關測量都在開發中的系統上進行，並不能保證在一般的系統上都能呈現相同
的結果。此外，一些測量可能是透過推估的，實際結果可能會有所不同。用戶應對其特定環
境進行個別驗證。
本文資訊包含日常中會使用的數據和報告實例。為了盡可能完整地說明，這些例子可能包括
個人、公司、品牌和產品名稱。所有名稱皆為虛構，若與實際企業名稱或地址有任何相似性
純屬巧合。

法規聲明
CE Statement
This device has been shown to be in compliance with and was tes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easurement procedures specified in the Standards and Specifications listed
below.
Technical Standard:

EMC DIRECTIVE 2014/30/EU Class B
(EN55032 / EN55024)

FCC Statement
This equipment has been tested and found to comply with the limits for a Class B
digital device, pursuant to Part 15 of the FCC Rules. These limits are designed to
provide reasonable protection against harmful interference when the equipment is
operated in a residential installation and us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struction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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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ual may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communications. However,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interference will not occur in a particular installation. If this equipment
does cause harmful interference to radio or television reception, which can be
determined by turning the equipment off and on, the user is encouraged to try to
correct the interference by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sures:


Reorient or relocate the receiving antenna.



Increase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equipment and receiver.



Connect the equipment into an outlet on a circuit different from that to which the
receiver is connected.



Consult the dealer or an experienced radio TV technician for help.

Notice: The changes or modifications not expressly approved by the party responsible
for compliance could void the user’s authority to operate the equivalent.

VCCI Statement
この装置は、クラス B 情報技術装置です。この装置は、家庭環境で使用することを目的と
していますが、この装置がラジオやテレビジョン受信機に近接して使用されると、受信障
害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があります。
取扱説明書に従って正しい取り扱いをして下さい 。
VCCI - B

KCC Statement
B급 기기 ( 가정용 방송통신기자재 )
이 기기는 가정용 （B급 ） 전자파적합기기로서 주로 가정에서 사용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하
며， 모든 지역에서 사용할 수 있습니다.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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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用物質含有情況標示聲明書
Declaration of the Presence Condition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s Marking

本產品符合 RoHS 標準。以下表格標示此產品中某有毒物質的含量符合 RoHS 標準規定的限量要求。

設備名稱：網路磁碟機，型號（型式）：
Equipment name

Type designation (Type)

XN3004T, GN3004T, TN3004T, WN3004T,
HN3004T, UN3004T, FN3004T

限用物質及其化學符號

Restricted substances and its chemical symbols

單元Ｕnit

鉛Lead

汞Mercury

(Pb)

(Hg)

鎘
Cadmium

(Cd)

六價鉻

多溴聯苯

多溴二苯醚

Hexavalent Polybrominat Polybrominate
chromium

ed biphenyls

d diphenyl

(Cr+6 )

(PBB)

ethers (PBDE)

塑膠外殼

○

○

○

○

○

○

鐵件

○

○

○

○

○

○

風扇

－

○

○

○

○

○

螺絲

○

○

○

○

○

○

電源供應器

－

○

○

○

○

○

備考 1.〝超出 0.1 wt %〞及〝超出 0.01 wt %〞係指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超出百分比含量基
準值。
Note 1：“Exceeding 0.1 wt %” and “exceeding 0.01 wt %” indicate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exceeds the reference percentage value of presence condition.

備考 2.〝○〞係指該項限用物質之百分比含量未超出百分比含量基準值。
Note 2：“○” indicates that the percentage content of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does not exceed the
percentage of reference value of presence.

備考 3.〝－〞係指該項限用物質為排除項目。
Note 3：The “−” indicates that the restricted substance corresponds to the exemption.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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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須知
1.

本產品的使用環境溫度應介於 0ºC~40ºC ( 31.99 ~ 103.99°F )。請確保其放置場所通風
良好。

2.

所有 XCubeNAS 的線路和設備必須連接至正確的電壓 (100-240 Vac, 50-60Hz, 2A-1A;
12Vdc, 7.5A )。

3.

請勿將 XCubeNAS 放置在陽光直射或靠近化學藥劑的場所。請確保其所在環境維持恆
定溫度和濕度。

4.

務必將產品直立放置於平面上。

5.

清潔前請拔掉電源插頭和所有線路，再用紙巾擦拭 XCubeNAS 即可。切勿使用化學或
噴霧性清潔劑。

6.

請勿在 XCubeNAS 上放置任何物品以維持產品正常運作，避免產品過熱。

7.

請使用產品包裝中提供的螺絲來進行磁碟安裝。

8.

請勿讓 XCubeNAS 靠近任何液體。

9.

請勿將 XCubeNAS 放置於任何不平坦的表面上，以免掉落損壞。

10. 請勿將 XCubeNAS 放置於地面上，避免人員踩踏造成受傷或機器損毀。
11. 確保安裝 XCubeNAS 時所在位置的電壓正確。您可以聯繫經銷商或當地電力公司獲得
相關資訊。
12. 請勿在電源線上放置任何物品。
13. 請勿在任何情況下嘗試修復 XCubeNAS。產品拆卸不當可能會導致用戶觸電或造成其他
風險。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繫經銷商。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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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TION: (English)
Replacing incorrect type of battery will have the risk of explosion.
Please replace the same or equivalent type battery use and dispose of
used batteries appropriately.

警告： (Traditional Chinese)
電池如果更換不正確會有爆炸的危險，請依製造商說明處理用過之電池。

相關資訊：
以下為 QSAN 產品保固說明：


系統硬體及周圍配件： 從購買日起 2 年有效。

更多詳細保固政策，請參考 QSAN 官方網站：
https://www.qsan.com/en/warranty.php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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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關於產品
本手冊提供 QSAN XN3004T 系統相關規格資訊和操作方式說明。使用對象必須為熟悉伺服器
架構、計算機網絡、網路管理、儲存系統安裝及配置、網路附加儲存設備管理以及相關通訊
協議的使用者，或是系統管理員、NAS 設計人員，以及儲存設備顧問人員。

注意：
請勿嘗試自行維修、更換、拆卸或升級設備的零件。 否則可能會違反您的
保固條款或導致觸電。請 通知經過授權的維修人員進行所有維修服務，並
請務必遵守本手冊中的說明。

相關文件
以下文件皆可於 QSAN 官方網站下載取得：


XCubeNAS QIG （快速安裝指南）：https://www.qsan.com/en/download.php



相容性列表：https://www.qsan.com/en/download.php



XCubeNAS QSM 3.0 使用手冊：https://www.qsan.com/en/download.php



常見問題：https://www.qsan.com/en/faq.php



白皮書：https://www.qsan.com/en/download.php



應用手冊：https://www.qsan.com/en/download.php

1

技術支援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希望尋求技術人員的支援，請聯絡我們的客戶技術服務部門，我們將會盡快回覆
您：


網站：http://www.qsan.com/en/contact_support.php



電話：+886-2-7720-2118 （分機 136）
（服務時間： 09：30 - 18：00，周一至周五，UTC+8）



Skype ， Skype 帳號： qsan.support
（服務時間：09：30 - 02：00，周一至周五，UTC+8，夏令時間：09：30 - 01：00）



QSAN 客戶技術服務部 Email： support@qsan.com

相關資訊、提醒及警告
本手冊使用以下符號來標示重要安全事項及操作說明。
相關資訊：
提供相關訊息、定義或術語以供參考。
提醒：
提供建議讓您可以更順利進行操作。
注意：
表示若未進行指定的操作將會導致系統損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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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對照表
以下表格說明這份手冊上會用到的符號意義。

符號

說明
表示視窗上的內容，或是視窗標題。包含表格、表格選項、按鈕、表

粗體

格欄位及標籤。
例如：點選 OK 按鈕。

<斜體>
[ ] 中括號
{ } 大括號

表示引用的實際內容。
例如：複製 <來源路徑> <目標路徑>
表示可供選擇的值。
例如： [ a | b ] 代表可以選擇 a 或 b，或是不選擇
表示必須或期望的值。
例如： { a | b } 代表必須選擇 a 或 b

| 垂直線

表示可以在兩種或多種選項中進行選擇。

/ 斜線

表示所有選項或參數。

底線

表示預設值。
例如： [ a | b ]

3

1.

簡介
感謝您購買 QSAN XN3004T 產品。QSAN XN3004T 是最新一代高效的 NAS 儲存系統， 專
為複合的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用戶所設計。具備高可用性、穩定性且方便管理的產品特色。在
進行產品安裝之前，請確認包裝中是否具備以下內容物。此外，請務必詳閱本手冊中的安全
事項，以確保您的使用安全。

1.1.

包裝內容物

產品裝置 x1

電源線 x1

90W 變壓器 x1

RJ45 網路線 x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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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於 2.5 吋磁碟的螺絲 x16

1.2.

XN3004T 產品規格
QSAN XN3004T 是一個有著簡潔外型與設計感的儲存裝置，搭配高規格的硬體設備以及操作
簡易的 QSM 介面。創新的 4+1 磁碟設計 （3.5 吋磁碟托盤 x4 + 2.5 吋磁碟托盤 x1）更為每
個企業主提供更符合預算的高效能儲存方案。以下為產品特色介紹：


業界獨家 4+1 磁碟設計 （3.5 吋 LFF 磁碟托盤 x4 + 2.5 吋 SFF 磁碟托盤 x1）



搭配 Intel® Celeron® 1.1GHz 四核心處理器



4GB DDR3L SO-DIMM 記憶體（最大可擴充至 8 GB）



內建 2 x 1GbE 網路埠



獨立擴充側蓋



3.5 吋磁碟托盤無螺絲設計

XN3004T 產品規格如下表：
型號

XN3004T

機種

桌上型 4 + 1 Bay ( 4 x LFF + 1 x SFF )

處理器

Intel® Celeron® 1.1GHz 四核心處理器

系統記憶體

4GB DDR3L SO-DIMM （最大可擴充至 8GB）

USB

USB 3.0 x3 （前面板 x 1， 後面板 x 2）
USB 2.0 x2 （後面板 x 2）

快閃記憶體

8GB USB DOM

HDMI

1

磁碟托盤規格

3.5 吋 HDD 磁碟托盤 x 4
2.5 吋 SSD 磁碟托盤 x1

磁碟托盤數量

4 （LFF 磁碟托盤） + 1 （SFF 磁碟托盤）

原始最大容量

12TB x4 + 2TB = 50 TB (LFF=12TB, SFF= 2TB)

磁碟介面

SATA 6Gb/s (向下相容 SATA 3Gb/s)

網路埠

1GbE LAN (RJ45) x 2

電源供應器

90W 外接電源供應器

尺寸 （高度 x 寬度 x 深度）
（單位：毫米）

177 x 190 x 235

產品認證

FCC Class B • CE Class B • BSMI Class B • VCCI Class B •
RCM Class B • KCC Class B

備註：產品硬體規格請以 QSAN 網站 （ 網址： http://www.qsan.com ） 上列表為主，如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1

LFF: Large Form Factor / 3.5” disk drive

2

SFF: Small Form Factor / 2.5” disk drive

5

2.

硬體概觀
此章節會介紹 XN3004T 的主要硬體配備。在閱讀完此章節後，您對於此產品的硬體將會有進一步
的認識，並能更熟練地操作您的產品。以下為此章節將會介紹的內容：

2.1.



前視圖/後視圖



磁碟編號



磁碟規格與型態

前視圖/後視圖
以下分別標註按鈕以及指示燈的位置。

6

© Copyright 2017 QSAN Technology

Inc. All Right Reserved.

表格 2-1

按鈕及指示燈說明

編號

位置

說明

1

電源鍵 / LED 電源指示燈

2

USB 備份按鈕 / LED 指示燈 （確認 USB 狀態）

3
4

前面板

USB 3.0 埠
LED 指示燈（確認網路狀態）

5

LED 指示燈（確認 HDD 和 SSD 狀態）

6

擴充側蓋

7

USB 3.0 埠

8

Gigabit 網路埠

9

Kensington 安全鎖

10

後面板

HDMI 埠

11

重設按鈕

12

電源輸入孔

13

USB 2.0 埠

若想更了解燈號顏色所代表的含義，請參考第七章：LED 指示燈說明。

2.2.

磁碟編號
XN3004T 磁碟編號順序說明請見下圖：

7

2.3.

磁碟規格與型態
QSAN 已測試並驗證了市面上主流的 SATA 磁碟和 SATA 固態硬碟，您可以自行選擇符合您
需求的磁碟，可大幅降低 IT 基礎設施投資成本。欲了解磁碟和固態硬碟的相容性，請參考：
https://www.qsan.com/en/download.php

表格 2-2

支援的磁碟型態

磁碟盤規格

磁碟槽數量

規格一：3.5 吋 LFF 磁碟托盤

4

規格二：2.5 吋 SFF 磁碟托盤

1

支援磁碟型態
3.5 吋 / 2.5 吋 SATA 磁碟
2.5 吋 SATA 固態硬碟
2.5 吋 SATA 固態硬碟

提醒：
1. 3.5 吋 LFF 磁碟托盤皆支援安裝 2.5 吋 SATA 磁碟。
2. 如果您想要設置 RAID，建議您使用容量大小相同的磁碟，以充分利用
磁碟空間。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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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硬體安裝
此章節將引導您安裝已購買的 XCubeNAS，以及進行系統初始化。

3.1.

安裝磁碟
3.1.1. 安裝磁碟所需的工具和零件
至少一顆 3.5 吋或是 2.5 吋 SATA 磁碟 （建議請至 https://www.qsan.com 網頁取得相容
的磁碟清單。）
螺絲起子 （Phillips #1， 僅需在 LFF 磁碟托盤安裝 2.5 吋 SATA 磁碟時使用。）
注意：
如果您安裝的磁碟內含有資料，系統會自動格式化並清除資料，請在安裝
前確認是否已事先進行備份。

3.1.2. 安裝磁碟 （LFF）
1.

取出磁碟托盤
① 依照下圖指示按下磁碟托盤的下半部以彈出手柄。

9

② 握住托盤手柄以取出磁碟托盤，重複步驟至已抽出所有磁碟托盤。

2.

將 3.5 吋磁碟安裝於 LFF 磁碟托盤
① 依照下圖箭頭指示，取下位於托盤兩邊的固定支架。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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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將磁碟放置於磁碟托盤中，並將支架扣緊托盤兩側以固定磁碟。

3.

將 2.5 吋磁碟/固態硬碟安裝於 LFF 磁碟托盤
① 將其中一邊位於 2.5 吋磁碟螺絲孔旁的固定支架取下。（螺絲孔位置已標註於托盤上）
② 將磁碟置於下圖藍色區域處。
③ 將磁碟托盤翻面放置，使用四顆 M3 磁碟螺絲固定磁碟。

11

4.

將 LFF 磁碟托盤裝回機器

① 將已安裝好磁碟的 LFF 磁碟托盤放入空的磁碟插槽，推入至底部並按壓以關上磁碟托盤
蓋。

提醒：
請確認已將磁碟托盤完全推入，否則磁碟可能無法正確運作。

5.

重複上述步驟至已安裝完所有磁碟。

6.

鎖上 / 開啟 LFF 磁碟托盤鎖。
① 將磁碟托盤鑰匙插入磁碟托盤鎖，以順時鐘方向旋轉鑰匙進行上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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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安裝磁碟 （SFF）
1.

開啟擴充側蓋並取出 SFF 磁碟托盤
① 將磁碟托盤鑰匙插入側蓋鑰匙孔。

② 取下擴充側蓋。

13

2.

將 2.5 吋固態磁碟安裝於 SFF 磁碟托盤
① 壓住磁碟托盤鈕並取出托盤。

② 依照下列指示將 2.5 吋固態硬碟裝進磁碟托盤。
③ 確認硬碟四邊位置已經正確固定於托盤上。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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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 SFF 磁碟托盤裝回機器
① 將已安裝好磁碟的 SFF 磁碟托盤放入空的磁碟插槽，推入至底部直到聽到「喀」聲。

4.

關上擴充側蓋
① 依照以下圖示將前側蓋固定於機器前方位置。
② 當前側蓋已完全固定於機器上，關上擴充側蓋至聽到「喀」聲。

15

3.2.

擴充記憶體

注意：


以下操作必須由授權及合格的技術人員進行。



在您開始之前，請確認您已經將 NAS 關機，並移除電源、網路線，以
及所有連接到機器上的裝置及線路。

XN3004T 出廠時會配置一條 4GB DDR3L 記憶體。若您希望擴充記憶體，請遵循以下步驟進
行安裝：
1.

關閉 XCubeNAS 電源，移除電源、網路線以及其他連接到機器上的裝置及線路，以避免
導致可能的身體傷害。

2.

將配件盒中的磁碟托盤鑰匙插入擴充側蓋，並小心地取下側蓋。

1

3.

安裝記憶體模組
① 將記憶體模組金屬邊緣上的缺口對齊記憶體插槽的缺口。
② 以大約 45 度角斜放記憶體模組，將記憶體推入插槽，平均施力下壓模組直至固定，且
兩側固定片已固定住記憶體模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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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表格為建議的記憶體組合：

表格 3-1

建議的記憶體組合

插槽 #1

插槽 #2

總容量

4GB

無

4GB

4GB

4GB

8GB

注意：
為確保系統運作的穩定性，在安裝擴充時必須使用與 XCubeNAS 相容的記
憶體模組。

相關資訊：
(1) 如果您希望購買額外的記憶體模組進行擴充，請聯絡您鄰近的供應商或
造訪 QSAN 網站： https://qsan.com/location
(2) 記憶體模組列表請見附件： 建議的記憶體模組列表

17

3.3.

連接網路線
XN3004T 配置兩個 1Gbps 的網路埠。若您想更了解如何進行網路線配置，請參考下列圖示：

a.連接一條網路線至多台主機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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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連接兩條網路線至多台主機

3.4.

啟動 XCubeNAS
在啟動您的 XCubeNAS 之前，請先確認是否完成以下工作：
1. 利用網路線將您的 XCubeNAS 接上交換器、路由器或集線器。
2. 將變壓器接上 XCubeNAS 電源埠，再將電源線兩端分別接上變壓器與插座。

3. 按下電源按鈕以開啟 XCubeNAS。

現在您的 XCubeNAS 已經啟用，可被連接至網路的電腦偵測到。

相關資訊：
原廠電源線的電壓為所需最小值，如須再額外購買電源線，請先確認可支
援的電壓範圍是否與原廠電源線相同或更高，以確保您的使用安全。

19

相關資訊：
以下項目為操作 XN3004T 時的注意事項：
溫度：


作業溫度 0 to 40°C



運送溫度 -10°C to 50°C

相對溼度：

20



作業相對溼度 20% to 80% （非冷凝狀態）



非作業相對濕度 10% to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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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尋找並安裝 QSM
完成硬體安裝步驟後，您將可於網路上搜尋您的 NAS，並進行 QSM 系統安裝。請依循以下
步驟：
1. 開啟您的 XCubeNAS。
2. 使用一台與 XCubeNAS 相同網域的電腦，開啟網頁瀏覽器。並利用以下任一方式尋找您
的 XCubeNAS：

a. Web Finder： find.qsan.com （請確認您的 XCubeNAS 已正常連上網路）

b. 如果您的 XCubeNAS 無法正常連上網路，請前往 QSAN 官網下載 XFinder 應用程式：
https://www.qsan.com/zh-tw/download.php

21

3. 在 Web Finder 上選擇您的機器，按一下「連線」按鈕；或是在 XFinder 上雙擊您的機器
圖示，進入歡迎頁面。

4. 點選 「快速安裝」或是「客製安裝」按鈕開始進行系統安裝。
5. 若您不小心在「快速安裝」時離開安裝畫面，系統會再一次回到歡迎頁面並重新進行安裝。
6. 當完成「快速安裝」後，請以預設的 admin 帳號及您所建立的密碼進行登入。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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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訊：
1. 使用 Web Finder 安裝 QSM 時，XCubeNAS 必須連上網際網路。
2. XCubeNAS 與您的電腦必須在同一個網域內。
3.若無法搜尋到您的 XCubeNAS，LAN 1 的預設 IP 位址為
169.254.1.234。

相關資訊：
如果您已事先替 XCubeNAS 進行記憶體擴充，可以依循以下步驟檢查系統
是否能正常辨認到新的記憶體：
a. 以 admin 帳號或是任何隸屬於 「管理者群組」的使用者帳號登入
QSM。
b. 進入 資源監控  硬體資訊 頁面進行查看。
若系統無法正確辨認到記憶體，請再次檢查記憶體是否已安裝在正確位
置。

23

5.

重新啟動 / 關閉 / 登出 QSM
若您希望將 QSM 重新啟動、關機或登出，請依循以下步驟進行操作：
1. 重新啟動 / 關閉 QSM：若要將 QSM 重新啟動或關閉，請點開桌面左上角的 QSAN 標誌
選單；在清單中選擇「重新啟動」或 「關機」選項，並在視窗中點選 「確認」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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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出：點開桌面右上角的 「使用者資訊」選單；在清單中選擇「登出」選項，並在視窗
中點選「確認」後即可登出。

25

6.

回復原廠設定
若您希望將 XCubeNAS 回復至出廠預設值，請依循以下步驟進行操作：
利用機器後方的「重設按鈕」進行系統重設：

1. 重設網路設定：按下「重設按鈕」 3 秒，系統會發出 1 聲短嗶聲。以下設定將會依序回
復成預設值：

26

▪

重設 Admin 密碼為：1234。

▪

重設網路伺服器為：DHCP。

▪

重設所有數據服務埠回預設值（所有數據服務均會被啟動） 。

▪

暫停虛擬網路 ( VLAN )。

▪

刪除所有虛擬交換器 ( Vswitch )。

▪

停止端口聚合 ( Port trunking ) 設定。

▪

當所有設定都被清除後，將會重新啟動 XCubeNAS。

▪

登出 QSAN Cloud 服務。

▪

重設 DNS 設定。

▪

重設 DDNS 和 UPNP 設定。

© Copyright 2017 QSA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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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重設所有設定值： 按下 「重設按鈕」 10 秒，系統將會在第 3 秒時發出 1 聲短嗶聲，接
著在第 10 秒時發出 1 聲長嗶聲。以下設定將會依序回復成預設值（包含管理者密碼及所
有網路設定） ：
▪

重設所有網路設定回出廠預設值。

▪

重設所有系統設定回出廠預設值。

▪

刪除所有帳號、群組、資料夾權限及 ACL 權限設定。

▪

清除所有存取限制清單 ( 安全  存取控制 )。

▪

刪除所有備份任務。

▪

刪除所有 Cloud Sync 備份任務。

▪

刪除所有 VPN 設定。

▪

重設 網站伺服器 設定為預設值。

▪

刪除所有 病毒防護 設定。

▪

重設 SQL 設定。

▪

刪除所有 媒體資料庫 索引資料。

▪

當所有設定都被清除後，將會重新啟動 XCubeNAS。

利用 QSM 進行系統重設：
您還可以透過 QSM 將機器回復為出廠預設值，請依循以下步驟：
1. 進入 控制台  系統  維護  系統恢復 頁面。選擇以下任一選項進行操作：
a.

重設網路設定：admin 密碼，以及所有網路設定將會被重設。

b.

重設所有設定：整個系統設定將會被重設 （包含 admin 密碼及所有網路設定）。

c.

初始化 XCubeNAS：所有設定將會回復至出廠設定，系統設定值和所有資料被
清除。而系統將會自動重新啟動，並回到 「快速安裝」 頁面。

27

2. 點選「重置裝置」按鈕進行重設。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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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ED 指示燈
XN3004T 在機器前、後面板上都有設置 LED 指示燈。請參考以下表格內容及定義：

表格 7-1 系統控制鈕和指示燈說明
編號

說明

定義

1

USB 單鍵備份 /

USB 備份按鈕

USB 狀態指示燈



按下按鈕即可開始進行備份功能 （使用前須先至使
用者介面啟動 USB 單鍵備份功能）。

USB LED 燈號


藍色： 在前面板偵測到 USB 裝置 （需掛載完 USB
裝置後）。



藍色燈號每 0.5 秒閃爍一次：1) USB 裝置正在被存
取 （已連接至前面板 USB 孔） 2) 外接 USB 裝置
或 eSATA 裝置端正在進行備份。

2



燈號熄滅： 沒有掛載任何 USB 裝置。

固態磁碟 ( SSD ) 狀



藍色： 已連接該磁碟。

態指示燈



藍色 燈號閃爍：代表該磁碟中資料正在被存取。



琥珀色：該磁碟的讀寫功能發生錯誤。



藍色 琥珀色燈號交替閃爍：該磁碟正在進行資料重
建，或是系統正在辨認該磁碟。



燈號熄滅：未安裝磁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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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源鍵/電源狀態指

電源鍵

示燈



按壓電源鍵開啟或關閉電源。



長按電源鍵 4 秒以強制關機。

電源狀態 LED 燈號


白色：電源開啟。



白色 燈號每 0.5 秒閃爍一次：系統正在開機或關機
中，或是尚未被設定完成。



琥珀色： 1) 系統儲存池 ( system pool ) 空間已滿
( 100% ) 。2) 系統儲存池空間已接近不足
( 95% )。 3) 系統風扇功能異常。4) 在磁碟上偵測
到不良磁區，或是磁碟發生異常。5) 任何儲存池處
於降階狀態。6) 硬體自我檢測功能異常。例如：電
壓異常、溫度處於高/低臨界值、任何風扇冷卻模組
發生故障，以及任何儲存池發生異常。



白色 琥珀色燈號每 0.5 秒交替閃爍：1) 正在進行
系統韌體升級。2) 正在進行 RAID 重建工作。3) 在
軟體上控制機器識別指示燈。

4
5
6

LAN 狀態指示燈
擴充裝置指示燈
磁碟狀態指示燈



燈號熄滅：電源關閉。



藍色：網路已連線。



藍色 燈號閃爍： 網路存取中。



藍色：擴充卡存取中。



燈號熄滅： 無任何擴充卡被存取。



藍色：已偵測到磁碟且磁碟狀態良好，尚未進行資
料傳輸。



藍色 燈號閃爍：該磁碟正在被存取中。



琥珀色：磁碟狀態異常。



藍色 琥珀色 燈號交替閃爍：正在重建或辨認該磁
碟。


7

網路埠燈號

燈號熄滅：未偵測到磁碟。

活動/連接：


燈號熄滅：網路未連接。



燈號開啟：網路已連線。



燈號閃爍：數據正在被存取中。

速度：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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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蜂鳴器指示燈
編號

1

2

聲音

短嗶聲
（0.5 秒）

短嗶聲
（0.5 秒）

重複頻率

1次

說明


XCubeNAS 準備就緒（完成開機）。



XCubeNAS 正在關機（QSM 關機）。



系統韌體已更新。



前面板 USB 開始備份。



前面板 USB 完成備份。



USB 裝置被移除。



使用者啟動磁碟重建工作。

3 次， 每次間 

NAS 上的資料無法從前面板 USB 複製到

隔 0.5 秒

外接裝置。


1) 儲存池空間已滿 ( 100％ )。 2) 儲存池
空間即將不足 ( 95％) 。 3) 系統風扇異
常。 4) 在磁碟上偵測到不良磁區，或是磁

3

長嗶聲
（1.5 秒）

直到事件結

碟發生異常。 5) 儲存池之一處於降階狀

束，每次間隔

態。 6) 磁碟自我檢測功能異常。 例如：

0.5 秒

PSU 出現故障、電壓異常、溫度處於高/
低臨界值、任何風扇冷卻模組發生故障，
以及任何儲存池發生異常。 7) 取出磁碟或
固態磁碟 。

注意一：當一個事件觸發蜂鳴聲後，直到該事件結束前，下個事件不會再次觸發蜂鳴聲。
注意二：如果從 QSM 上開啟禁用蜂鳴器功能，則蜂鳴聲不會被觸發，您只能透過 QSM 上
的 通知中心 檢查錯誤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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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相關技術支援

9.1.

取得技術支援
安裝完產品後，請在機箱後面板標籤上找到序列號，或在 partner.qsan.com/（用戶端註冊）
註冊您的產品。 我們建議您可以在 QSAN 合作夥伴網站上註冊您的產品，以進行韌體更新、
文件下載，以及在 eDM 中取得最新消息。 如需聯繫 QSAN 客戶技術服務部，請使用以下方
式：
1. 網站：http://www.qsan.com/en/contact_support.php
2. 電話：+886-2-7720-2118 （分機 136）
（服務時間： 09 : 30 – 18 : 00，周一至周五，UTC+8）
3. Skype ， Skype 帳號： qsan.support
（服務時間：09 : 30 - 02 : 00，周一至周五，UTC+8，夏令時間：09 : 30 – 01 : 00）
4. QSAN 客戶技術服務部 Email： support@qsan.com

蒐集相關分析資訊
1. 產品名稱、型號、版本、序列號
2. 韌體版本
3. 錯誤訊息或相關截圖影像
4. 特定的產品報告和日誌 ( log )
5. 安裝的附加軟體或零件
6. 安裝的第三方軟體或零件

技術支援相關資訊
系統日誌 對於技術支援服務來說是必要的，請依據以下位置取得您的 XN3004T 日誌內容：
請至 QSM 介面  控制台 系統  維護  匯入/匯出  匯出系統診斷報告 ，並點選 「匯
出」 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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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意見回饋
QSAN 致力於提供能符合客戶需求的文件。 為了幫助我們改進文件內容，請將任何錯誤、建
議或意見傳到以下 Email： docsfeedback@qsan.com。
在提交您的回饋意見時，請一律附上文件標題、文件編號、修訂版本和發布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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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使用者授權合約（EULA）
此使用者授權合約 （以下稱「EULA」） 是您 （個人或團體單位） 和廣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之間具有法律效力的合約，任何其他相關韌體、媒體、印刷資料以及「線上」或電子文件
（統稱「軟體」） 均可在 www.qsan.com 下載，或已隨附於 QSAN 產品 （以下稱「產品」）
或安裝在其上。

一般條款
凡由廣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QSAN」）提供、或因原始購買 QSAN 產品（以下
簡稱「產品」）時其上已安裝或另行提供之軟體及/或韌體（以下簡稱「軟體」），QSAN 願
依據本使用者授權合約（以下簡稱「本合約」）授予前述被提供人以及原始購買人（以下統
稱「用戶」）下列權利，惟用戶須接受本合約全部條款。請詳閱下列條款。授權軟體一經安
裝或使用，即代表用戶接受本合約之條款。如不同意本合約條款，請勿安裝或使用授權軟體。

有限軟體授權
依照此 EULA 之條款與條件，QSAN 授予您有限、非獨佔、不可轉讓之個人授權，僅得於授
權您使用之相關產品上，安裝、執行以及使用一份軟體複本。

智慧財產權
於 QSAN 與用戶之間，授權軟體之版權及所有其他智慧財產權，均為 QSAN 或其授權人之財
產。 QSAN 保留本合約未明示授予之一切權利。

授權限制
用戶不得或授權或允許任何第三方： ( a ) 將軟體用於與本產品無關之用途；( b ) 授權、散佈、
出租、租用、轉讓、讓渡或出售本軟體，或在任何商業或服務環境中使用本軟體；( c ) 進行還
原工程、解編，或嘗試獲得來源碼或與本軟體相關的任何營業祕密，除非 （且只限於）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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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明確允許之這類活動範圍，則不受此限制；( d ) 改編、修改、更動、翻譯或製作本軟體
之任何衍生產品；( e ) 移除、更動或遮掩本產品上的任何版權聲明或其他所有權聲明；或 ( f )
規避或試圖規避 QSAN 用以控制存取本產品或軟體元件、特色或功能。

免責聲明
本文資訊與 QSAN 產品有關。 本文並未以明示、默示、禁反言或其他方式授予任何智慧財產
權。 除 QSAN 產品銷售條款與條件另有規定外，QSAN 不承擔任何責任，且 QSAN 免除任
何與其產品銷售及／或使用有關的明示或默示之保固，包括符合特定用途、商業適售性的責
任與保固，以及侵害任何專利、版權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之行為。
QSAN 產品不適合作為醫療、救援、維生、關鍵控制、安全系統，或核能設備用途。
無論使用產品、配套軟體或文件所造成之直接、間接、特殊、意外或衍生性損害，廣盛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 QSAN ) 提出之賠償將不會超過消費者購買產品付出之金額。 QSAN 對本產品、
本產品內容、本文件用途、以及所有附加軟體不作任何明示、暗示或法定的保證或陳述，並
且無需承擔產品之品質、商業適售性或符合任何特定用途之責任。 QSAN 保留修改或更新產
品、軟體或文件之權利，無需事先通知。
請務必定期備份磁碟中的資料，避免造成資料毀損。 QSAN 不負責任何資料遺失或復原。
若要將 XCubeNAS 的任何包裝零件退回或進行維修，請將貨品妥善包裝確保運送無誤。 貨品
運送期間未妥善包裝而造成任何損壞，QSAN 一概不予負責。
本公司保留變更產品功能與規則的權利，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本文資訊如有變更，恕
不另行通知。
QSAN 和 QSAN 標誌是廣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商標。所有本文提及的其他品牌和產品名稱
均為其各自擁有人的商標。另外，本文省略®或 TM 符號。

責任限制
不論任何情形， QSAN 對客戶之賠償責任以用戶最初購買產品所實際支付之總額為上限。前
述免責聲明以及責任限制係以法律所允許的最大範圍加以適用。某些管轄地不允許附帶或衍
生損害之排除或限制，因此前述之排除及限制可能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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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止
用戶如違反本合約賦予之任何義務， QSAN 除採取其他救濟措施外，得立即終止本合約。

其他規定
(a) 本合約構成 QSAN 與用戶間針對合約標的事項達成之完整合意，一切修改皆須以書面
為之，並經 QSAN 授權主管簽署。(b) 除相關法律另有明定外，本合約受中華民國法律規
範，並排除其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之適用。(c) 若本合約條款任何部分經認定無效或無法
執行，其餘部分仍具有完整效力。(d) 任一方放棄本合約任何條款之違約請求權，或違反
任何條款，不得視為日後亦放棄該等權利或違反該等條款。(e) QSAN 得無條件轉讓本合
約規定之權利。(f) 本授約對於雙方繼受人及受讓人均具有約束力，並應符合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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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選配產品列表

Model name

P/N

Product Name

DIM-SD3L4GB

92-DIMD304G-00

RAM - DDR3L 4G SO-DI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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