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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安全警告

 � 安全警告
為了您的安全起見，請詳閱並遵守下列安全警告事項：

 ¾ 嘗試安裝Thecus IP 儲存 前，請先詳閱本手冊。

 ¾ 您的Thecus IP 儲存 是精密的電子裝置，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均請切勿嘗試自
行修復。 若發生功能異常的情形，請立即關閉電源，並將本裝置送至合格維修
中心進行修復。 如需詳細資訊，請洽詢您的供應商。

 ¾ 請切勿使任何物品壓住電源線，並請勿將電源線放置於易遭踩踏之處。 請妥善
安排配線位置，避免不慎踩踏纜線或被纜線絆倒。

 ¾ 若溫度介於 0°C 至 40°C 之間、相對溼度介於 20% 至 85% 之間，您的Thecus 
IP 儲存 皆可正常運作。 在極端的環境條件下使用Thecus IP 儲存，可能會使本
裝置受損。

 ¾ 請確定Thecus IP 儲存 的供電電壓正確無誤 (W2000/W2000+: Input 12Vdc, 
5.0A, W4000/W4000+: Input 12Vdc, 8.5A, W5000/W5000+/W5810: Input 
100-240Vac, 60-50Hz, 3-1.3A)。 若將Thecus IP 儲存 插入不正確的電源，可
能會導致本裝置受損。

 ¾ 請切勿使Thecus IP 儲存 接觸濕氣、灰塵或具腐蝕性的液體。

 ¾ 請切勿將Thecus IP 儲存 置於不平坦的表面。

 ¾ 請切勿使Thecus IP 儲存 直接暴露於陽光或其他熱源照射之下。

 ¾ 請切勿使用化學製品或噴霧劑清潔Thecus IP 儲存。 清潔本裝置前，請先拔除
電源線及所有接線。 

 ¾ 請切勿在Thecus IP 儲存 上方放置任何物品或阻礙其通風槽，以免裝置過熱。

 ¾ 請將包裝材料置於兒童無法取得之處。

 ¾ 如需棄置本裝置，請遵守當地的電子產品棄置安全法規，以保護生態環境。

 ¾ 如果更換不正確之電池型式會有爆炸的風險。

 ¾ 請依製造商說明書處理用過之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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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1章： 簡介

§第1章：.簡介
1.1. 套件內容
• W2000/W2000+/W4000/W4000+/W5000/W5000+/W5810
Thecus WSSE NAS應包含下列一般項目：

 � 系統裝置x1

 � 產品金鑰x1

 � QIG (快速安裝指南) x1

 � 乙太網路線x1

 � 配件包 x1

 � 多語保固卡x1

 � 電源轉接器x1 (W5000/W5000+/W5810無)

 � 電源線x1

請檢查並確認您的套件是否完整。 如缺漏任何項目，請與經銷商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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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W2000/W2000+

• 前面板
Thecus W2000/W2000+的前面板配備本裝置的指示燈與硬碟安裝槽：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電源按鈕 開啟／關閉 W2000/W2000+ 的電源。
2.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例如：數位相機、USB 磁碟及USB 印表機）的 USB 3.0 連接埠。
3. 讀卡機 透過 USB 介面支援SD/SDHC/MMC 記憶卡。
4. HDD 抽取盒 2個 HDD 抽取盒（支援2x 3.5 吋或2 x 2.5 吋的H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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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板
Thecus W2000/W2000+背板附有連接埠和接頭: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eSATA 連接埠 eSATA 連接埠可擴充高速的外部儲存裝置。
2. USB 2.0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例如：數位相機、USB 磁碟及USB 印表機）的USB 

2.0 連接埠。
3.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1 連接埠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1 連接埠可透過交換器或路由器連接乙太網路。
4. 區域網路2 連接埠 區域網路2 連接埠可透過交換器或路由器連接本機乙太網路。
5. 系統風扇 系統風扇用於裝置散熱。
6. 電源接頭 將隨附的電源線接至本接頭。
7. HDMI 連接埠 視訊／音訊輸出適用。
8. VGA 連接埠 視訊輸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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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4000/W4000+

• 前面板
Thecus W4000/W4000+的前面板配備本裝置的指示燈與硬碟安裝槽：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電源按鈕 開啟／關閉 W4000/W4000+ 的電源。

2. HDD1  LED
黃色： HDD 活動。

紅色： HDD 故障。

3. HDD2  LED
黃色： HDD 活動。

紅色： HDD 故障。

4. HDD3  LED
黃色： HDD 活動。

紅色： HDD 故障。

5. HDD4  LED
黃色： HDD 活動。

紅色： HDD 故障。
6.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1 LED 閃綠色： 網路活動。
7. 區域網路2 LED 閃綠色： 網路活動。
8. HDD 抽取盒 4個 HDD 抽取盒（支援4x 3.5 吋或4 x 2.5 吋的HDD）。

9.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例如：數位相機、USB 磁碟及USB 印表機）的 USB 3.0 
連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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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板
Thecus W4000/W4000+的前面板配備本裝置的指示燈與硬碟安裝槽：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電源接頭 這些接頭可用於連接隨附的電源線。
2.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 1 連接埠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 1 連接埠可透過交換器或路由器連接乙太網路
3. 區域網路 2 連接埠 區域網路 2 連接埠可透過交換器或路由器連接乙太網路
4.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例如USB 磁碟和USB 印表機適用的USB 2.0 連接埠
5. eSATA 連接埠 eSATA 連接埠適用於高速儲存擴充
6. 線路輸出 音訊輸出適用
7. VGA 連接埠 視訊輸出適用
8. HDMI 連接埠 視訊／音訊輸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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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W5000/W5000+

• 前面板
Thecus W5000/W5000+的前面板配備本裝置的指示燈與硬碟安裝槽：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 1 LED
亮綠色： 網路聯機。

閃綠色： 網路活動。

2. 區域網路 2 LED
亮綠色： 網路聯機。

閃綠色： 網路活動。
3. 系統警告 LED 亮紅色： 系統錯誤。
4. 重啟按鈕 重新啟動系統。

5.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例如：數位元相機、USB 磁片及USB 印表機）的 USB 
3.0 連接埠。

6. 電源按鈕／電源 LED
開啟／關閉W5000/W5000+的電源及電源 LED。

亮藍色： 系統電源已開啟。
7. LCD 顯示幕 顯示目前的系統狀態及警告訊息。

8. HDD 抽取盒
五個 3.5 吋的 SATA HDD 抽取盒。

另附可提高安全性的安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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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板
Thecus W5000/W5000+的前面板配備本裝置的指示燈與硬碟安裝槽：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電源接頭 這些接頭可用於連接隨附的電源線。
2.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 1 連接埠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 1 連接埠可透過交換器或路由器連接乙太網路
3. 區域網路 2 連接埠 區域網路 2 連接埠可透過交換器或路由器連接乙太網路
4.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例如USB 磁碟和USB 印表機適用的USB 2.0 連接埠l
5.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例如USB 磁碟和USB 印表機適用的USB 2.0 連接埠
6. eSATA 連接埠 eSATA 連接埠適用於高速儲存擴充
7. 線路輸入 線路輸入適用
8. 線路輸出 音訊輸出適用
9. 麥克風輸入 麥克風輸入適用
10. 系統風扇 系統風扇用於裝置散熱。.
11. HDMI 連接埠 視訊／音訊輸出適用
12. VGA 連接埠 視訊輸出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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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W5810

• 前面板
Thecus W5810的前面板配備本裝置的指示燈與硬碟安裝槽：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電源 LED 白色：系統電源已開啟。
2.廣域網路╱區域網路 1 LED 白色： 網路聯機
3.區域網路  LED 白色： 網路聯機

4系統 LED
白色： 系統正在升級或啟動；目前無法使用資料

亮紅色： 系統錯誤。
5.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如：USB 磁片）適用的 USB 2.0 連接埠。
6.電源按鈕 開啟／關閉W5810 的電源及電源 LED。
7.LCD 顯示幕 顯示目前的系統狀態及警告訊息

8.HDD 抽取盒
五個 3.5 吋的 SATA HDD 抽取盒

另附可提高安全性的安全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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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板
Thecus W5810的前面板配備本裝置的指示燈與硬碟安裝槽：

前面板
項目 說明

1. 線路輸出 音訊輸出適用
2. HDMI 連接埠 視訊／音訊輸出適用
3.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例如：USB 磁片及 USB 印表機）的 USB 3.0 連接埠。
4.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1連接埠 廣域網路／區域網路1連接埠可透過交換器或路由器連接乙太網路。
5. USB 連接埠 相容 USB 裝置的 USB 2.0 連接埠。
6. 電源接頭 將隨附的電源線接至這些接頭。
7. 系統風扇 系統風扇用於裝置散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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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硬體安裝
2.1. 總覽
Thecus WSSE NAS的安裝方式十分簡單，為了讓您開始使用，下列章節將協助您快速安裝
及執行 Thecus WSSE NAS。 請詳閱各章節的內容，避免在安裝時損壞本裝置。

2.2. 開始前須知
開始進行前，請務必做好下列預防措施：

1. 請詳閱並瞭解本手冊開頭處所列示的安全警告。

2. 進行安裝時，請儘可能佩戴防靜電腕帶，以防止靜電放電損壞 Thecus WSSE NAS的
高靈敏度電子元件。

3. 請避免在 Thecus WSSE NAS 的電子元件周圍使用具有磁性的螺絲起子。

2.3. 連接纜線
若要將 Thecus WSSE NAS連接至網路，請依照下列步驟進行：

1. 將乙太網路線連接至網路和Thecus WSSE NAS背板上的廣域網路／區域網路1連接
埠。

 ▲ W2000/
W2000+ 廣域網
路／區域網路1

 ▲ W4000/
W4000+  

廣域網路／區域網
路1

 ▲ W5000/
W5000+  

廣域網路／區域網
路1

 ▲ W5810廣域網
路／區域網路1

2. 將隨附的電源線插入背板上的電源插座。 將電源線另一端插入突波保護插座。

 ▲ W2000/
W2000+ 電源插座

 ▲ W4000/
W4000+  
電源插座

 ▲ W5000/
W5000+  
電源插座

 ▲ W5810 電源插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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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將鍵盤及滑鼠連至WSSE NAS後背板上的USB 2.0連接埠。接著您可透過HDMI或
VGA連接埠與您的螢幕進行連線。

請勿將您的鍵盤連至USB 3.0連接埠，在某些情況下(例如:進入
BIOS)，此舉恐會使鍵盤無作用。

4. 按下電源按鈕，啟動 Thecus WSSE NAS。 

 ▲ W2000/
W2000+ 電源按

鈕

 ▲ W4000/
W4000+  
電源按鈕

 ▲ W5000/
W5000+  
電源按鈕

 ▲ W5810 電源按
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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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章:.開始使用
3.4. 硬體安裝
關於如何將您的WSSE NAS連接至網路，請參考第2章。

3.5. 第一次開機
1. 開啟 WSSE NAS 電源。

2. 選擇您喜歡的語言及時區。

3. 輸入您的產品序號，您可於WSSE NAS機殼上方找到您的產品序號貼紙。

4. 閱讀並同意軟體授權說明書。

 

5. 設定管理者密碼。密碼至少為10個字元且必須包含大寫和小寫字母 (a-z, A-Z), 數字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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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輸入上一步驟所設定的管理者密碼，以登入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12 R2 
Essentials。

 

3.6. 儀表板
儀表板是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12 R2 Essentials中的命令及控制中心，介面設計簡
約並提供使用者更好的操作經驗。它可協助使用者快速存取伺服器的重要資訊及執行各項
管理和維護工作。

若要使用儀表板，必須先建立或加入Active Directory環境。Windows Storage Server 
Essentials設定精靈，可幫助使用者快速設定Active Directory環境及其他伺服器功能。

更多Active Directory網域服務說明，請至TechNet-Active Directory網域服務概觀。

• 設定儀表板
如要建立新的Active Directory環境，請依照Windows Storage Server Essentials設定精靈
指示完成所有所需步驟。

您也可將WSSE NAS加入至現有的Active Directory環境，詳細步驟請參考: "將WSSE NAS
加入已存在的Active Directory環境"。

• 建立Active Directory環境
1. 登入後約1分鐘內，Windows.Server.Essentials設定精靈將自動出現於桌面

上。.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hh83148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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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設定Windows.Server.
Essentials頁面，按下一
步。

3. 在"日期和時間設定"頁
面，確認您的日期、時區
是否正確，接著，按下一
步。

4. 在"公司資訊"頁面，輸入
您的公司名稱。您也可更
改內部網域名稱及伺服器
名稱，接著，按下一步。

請注意，設定精靈完成後，公司資訊將無法變更。



15 第3章: 開始使用

5. 在"建立網路系統管理員帳
戶"頁面，輸入新的管理者帳
號名稱及密碼，接著，按下
一步。

6. 選擇"使用建議的設定"，
按下"設定"按鈕。

設定進行時，系統會重新啟動數次且重開時會自動登入直到系統完成設定。此作業時間最
多可能需要30分鐘才能完成。

新的管理者帳號名稱，請勿使用"Administrator"。

密碼至少為10個字元且必須包含大寫和小寫字母 (a-z, A-Z), 數字 
(0-9)。

當設定進行時，請勿執行任何其他會變更系統設定的操作或關閉伺服器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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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點擊桌面上的"儀表板"圖示，啟動儀表板。在首頁上的"開始進行"分頁，完成所有"
設定"項目的工作清單。

更多關於儀表板的說明，請至 TechNet-Overview of the Dashboard (儀表板概觀)。

• 將WSSE.NAS加入已存在的Active Directory環境
1. 登入後，請先取消

Windows Server 
Essentials設定精靈。

2. 如要變更伺服器名稱，請參考以下步驟:

a. 於左下"開始"按鈕上點擊右鍵，選擇"系統"。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jj59326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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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 " 電 腦 名 稱 、

網 域 及 工 作 群 組

設 定 " 分 類 下 ， 點

擊 " 變 更 設 定 " 。 

c. 在電腦名稱分
頁 ， 按 下 " 變
更..."。

d. 輸入新的電腦
名稱，接 著 按
下"確定"。

e. 重 新 啟 動 
WSSE NAS。

3. 開啟伺服器管理員，點擊右上區塊的旗標，接著點擊"將此伺服器升級為網域控制站"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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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選擇 "將網域控制站新增
至現有網域"，接著按下"
選擇..." 按鈕。 
 
更多關於AD佈署設定，請
參考 TechNet-AD DS 安裝
和移除精靈頁面說明。

如果您不想讓此伺服器加入網域時升級為網域控制站。請參考 TechNet-How to Join Your 
Computer to a Domain (如何將您的電腦加入網域)。

5. 輸入網域管理員帳號密碼，接著選擇欲加入之網域。

6. 輸入目錄還原模式(DSRM)密碼，按 "下一步".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hh831457.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hh831457.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bb456990.aspx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bb45699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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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按 "下一步." 按鈕直到出現
"先決條件檢查"頁面。

8. 按下"安裝"按鈕。安裝程序
完成後，伺服器將會自動
重開機。 

9. 使 用 網 域 管 理 帳 戶 登
入 W S S E ( 例 如 : W S S \
Admin)。

10. 登入後約1分鐘內，
Windows.Server.
Essentials設定精靈將自
動出現於桌面上。按下"設
定"開始安裝。

請注意，設定精靈完成後，伺服器名稱將無法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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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點擊桌面上的"儀表板"圖示，啟動儀表板。在首頁下的"開始進行"分頁，完成所有"
設定"項目的工作清單。

更多關於儀表板的說明，請至 TechNet-Overview of the Dashboard (儀表板概觀)。

3.7. 利用遠端桌面連線至WSSE
1. 在您的電腦或筆電上，點擊"開始"圖示，並搜尋"遠端桌面連線"程式。

2. 輸入您的WSSE伺服器名稱或是IP，按下"連線"按鈕。

3. 輸入您的網域帳戶及密碼，按下"確定"即可連線至WSSE桌面。

更多遠端桌面連線說明，請至遠端桌面連線:常見問題集。

3.8. 利用連線軟體連線至WSSE
詳細說明及安裝步驟請參考: TechNet-將電腦連線到伺服器。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jj593264.aspx
http://windows.microsoft.com/zh-tw/windows/remote-desktop-connection-faq#1TC=windows-7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zh-tw/library/jj20011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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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系統還原

標準系統出貨時已預先安裝作業系統（WSS 2012 R2  
Essentials)，首先選擇系統語言，接著輸入授權碼。

在使用恢復光碟前，請先至 http://ftp.thecus.com/wss/ 
下載ISO檔並燒錄成DVD-R光碟或USB還原碟。

步驟 1: 連接DVD或USB系統還原媒體。
步驟 2: 啟動系統，設定 BIOS 開機優先順序。確認系統可透過 DVD 

或USB開機媒體進行開機。
步驟 3: 在還原畫面出現時，請按下「Recovery」（還原）按鈕。按

下「Yes」（是）進行確認，即可開始系統還原作業。

步驟 4: 還原程序完成後，則按下「Quit」（結束）按鈕重新開機。
步驟 5: 重新開機會花費一點時間。選擇所需語言、輸入授權碼，然

後設定密碼。系統安裝完成。

執行系統還原前，請先備份所有資料。還原時會將系統硬
碟內所有資料抹除。 

http://ftp.thecus.com/w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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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常見問題
• How to configure NAS boot from DVD or USB driver. 

(如何設定從DVD或USB硬碟開機?)

• How to upgrade W2000 W4000 & W5000 to 4GB DRAM total 
(如何將W2000/W4000/W5000升級至4GB記憶體?)

• W2000 SD card reader reinitializes 
(如何將W2000 SD讀卡機重新啟用?)

• WSS 2012 R2 Essentials recovery DVD ISO for W2000 W4000 W5000 
(WSS 2012 R2 Essentials還原光碟ISO檔下載位置?)

• WSS FAQ Client Computer Backups 
(WSS FAQ 用戶端電腦如何備份?)

• WSS FAQ Drives detected but unable to see partition or data 
(WSS FAQ 有偵測到硬碟，但卻看不到磁碟區或資料?)

• WSS FAQ How to access shared folders from WSS & map network drives 
without joining Active Directory domain (AD) 
(如何不用加入網域又可存取WSS上的分享資料夾及掛載網路磁碟機?)

• WSS FAQ How to add & remove shared folders from WSS 
(如何增加和移除WSS分享資料夾?)

• WSS FAQ How to create a user account in Active Directory(AD) 
(如何建立AD使用者帳戶?)

• WSS FAQ How to update W2000 W4000 W5000 BIOS 
(如何更新W2000/W4000/W5000的BIOS)

• WSS FAQ Remote Desktop Protocol disconnecting after Windows Update 
(Windows更新後，遠端桌面無法連線?)

• WSS FAQ System unable to repair Parity Virtual Disk 
(系統無法修復Parity虛擬硬碟。)

• WSS FAQ Why I cannot activate WSS 2012 R2 Essentials from W2000 W4000 
W5000 
(為何W2000/W4000/W5000上的序號無法啟用WSS 2012 R2 Essentials?)

• WSS FAQ 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12 R2 Products and Editions 
Comparison 
(Windows Storage Server 2012 R2 產品及版本比較。)

• WSS W2000/W4000/W2000+/W4000+ Why 60G SSD but have 31.9GB volume 
usable? 
(為何60GB的SSD只有31.9GB的可使用空間?)

• WSS W2000/W4000/W5000 ORBWEB support? 
(WSS W2000/W4000/W5000 ORBWEB支援?)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74/11/how-to-configure-nas-boot-from-dvd-or-usb-driver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86/11/how-to-upgrade-w2000-w4000--w5000-to-4gb-dram-total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66/11/w2000-sd-card-reader-reinitializes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61/11/wss-2012-r2-essentials-recovery-dvd-iso-for-w2000-w4000-w5000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51/11/wss-faq-client-computer-backups_v11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59/11/wss-faq-drives-detected-but-unable-to-see-partition-or-data_v12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52/11/wss-faq-how-to-access-shared-folders-from-wss--map-network-drives-without-joining-active-directory-domain-ad_v11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52/11/wss-faq-how-to-access-shared-folders-from-wss--map-network-drives-without-joining-active-directory-domain-ad_v11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53/11/wss-faq-how-to-add--remove-shared-folders-from-wss_v11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56/11/wss-faq-how-to-create-a-user-account-in-active-directoryad_v11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75/11/wss-faq-how-to-update-w2000-w4000-w5000-bios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69/115/wss-faq-remote-desktop-protocol-disconnecting-after-windows-update_rdp_v11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70/115/wss-faq-system-unable-to-repair-parity-virtual-disk_v12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84/11/wss-faq-why-i-cannot-activate-wss-2012-r2-essentials-from-w2000-w4000-w5000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84/11/wss-faq-why-i-cannot-activate-wss-2012-r2-essentials-from-w2000-w4000-w5000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90/11/wss-faq-windows-storage-server-2012-r2-products-and-editions-comparison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590/11/wss-faq-windows-storage-server-2012-r2-products-and-editions-comparison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71/11/wss-w2000w4000w2000w4000-why-60g-ssd-but-have-319gb-volume-usable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71/11/wss-w2000w4000w2000w4000-why-60g-ssd-but-have-319gb-volume-usable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72/11/wss-w2000w4000w5000-orbweb-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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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SS W2000/W4000/W5000/W2000+/W4000+/W5000+ how to recovery to 
factory default HDD content? (ALL HDD DATA WILL BE ERASE!!) 
(如何還原至原廠設定?(此動作會將硬碟資料全部清除))

• WSS W2000/W4000/W5000/W8900/W12000/W16000 how to found the 
Winodows license key? 
(Windows軟體授權序號在哪裡?)

若仍無法解決您的問題，可至 Thecus tech support website 或 Microsoft TechNet 尋求協

助。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69/11/wss-w2000w4000w5000w2000w4000w5000-how-to-recovery-to-factory-default-hdd-content-all-hdd-data-will-be-erase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69/11/wss-w2000w4000w5000w2000w4000w5000-how-to-recovery-to-factory-default-hdd-content-all-hdd-data-will-be-erase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65/11/wss-w2000w4000w5000w8900w12000w16000-how-to-found-the-winodows-license-key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65/11/wss-w2000w4000w5000w8900w12000w16000-how-to-found-the-winodows-license-key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Article/View/265/11/wss-w2000w4000w5000w8900w12000w16000-how-to-found-the-winodows-license-key
http://esupport.thecus.com/Knowledgebase/List/Index/11/windows-storage-server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en-us/library/jj713545.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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